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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A）传统偏振编码的控制非门的设计；（B）使用介质加载表面等离激元波导的工作原理；（C）偏振依赖分束器的SEM图；（D）从右耦入端入射的TM模式的传播效
果；（E）从左耦入端入射的TM模式的传播效果；（F）从左耦入端入射的TE模式的传播效果。蓝色箭头表明耦入光位置和偏振方向。



图二、（A）基于介质加载金属表面等离激元的控制非门在ZZ基上测试得到的各基矢的几率；（B）在XX基上测试得到的各基矢的几率。

封面文章

本期提要

介电体超晶格实验室研制出首个表面等离激元光量子逻辑门
南京大学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李涛教授、祝世宁院士研究组
最近报告研制出迄今为止尺寸最小（14 × 14

μm2）光量子控制－非门。

-化学化工学院超分子化学与动态材料研究
团队在智能水凝胶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王新平教授课题组在磷自由基研究中取得
重要进展
-电子学院施毅教授、李昀副教授课题组发

该量子逻辑门也是国际上首个基于等离激元体系的具有光量子信息处理功

表二维分子晶体液相制备研究的重要成果

能的量子器件，能进行二比特量子操作，可作为量子集成芯片上的基本运

-魏辉课题组在纳米模拟酶研究领域取得重

算单元。二比特的控制－非门和单比特的哈达玛门是通用量子计算芯片的
二种基本逻辑单元。这种基于表面等离激元构建的光量子逻辑门体积小，
因而可大幅度提高光量子芯片集成度，减少芯片的尺寸。该量子逻辑门研
制成功向着实现光量子计算目标又前进了一步。该成果近期发表在自然子
刊Nature Communications 7:11490 DOI: 10.1038/ncomms11490上。

要进展
-生命科学学院李根喜教授课题组在生物分
子工程及临床检验应用研究方面取得系列
进展
-地科院在灶神星陨石高压矿物研究方面取
得新进展
-声学研究所程建春课题组在声学涡旋场的
研究方面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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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学科高峰 创世界一流——在南京大学建校114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调研
我国著名有机化学家胡宏纹院士逝世
我校与东芬兰大学签署国际环境科学中心建立协议
周志华教授荣获亚太数据挖掘大会卓越贡献奖
我校陈洪渊院士荣获第五届中国化学会-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化学贡献奖
南京大学王欣然教授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我校举行月球与行星科学研究所成立仪式暨行星科学发展战略研讨会
微结构中心2015年度十大科研成果出炉
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刘丛强院士于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举办讲座
我校举行月球与行星科学研究所成立仪式暨行星科学发展战略研讨会
第五次青年工程地质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介电体超晶格实验室研制出首个表面等离激元光量子逻辑门
王新平教授课题组在磷自由基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
环境学院毕军教授课题组再次在《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EHP》上发表文章，阐述气候变化对人群
健康的影响
电子学院施毅教授、李昀副教授课题组在《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发表二维分子晶体液相制备研究的重
要成果
电子学院余林蔚教授课题组制备出可拉伸晶硅纳米线二维弹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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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学院李根喜教授课题组在生物分子工程及临床检验应用研究方面取得系列进展
魏辉课题组在纳米模拟酶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声学研究所程建春课题组在声学涡旋场的研究方面取得进展
地科院在灶神星陨石高压矿物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
杨晓志教授课题组在地幔分子氢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POLICIES & REVIEWS

科技评论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发布 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个体系 双轮驱动 三步目标 四项原则 五类主体 六大转变 八项任务 十大技术体系
科技部：剩余科研经费可以留在科研单位继续使用
别让高校科研“向报销负责”

FOCUS

国际热点

《Nature》本月亮点
《Science》本月要闻摘录
剑桥大学开发出世界最小引擎 可进入人体细胞
石墨烯传感器诞生：空气检测精度提升1000倍
全球首次：我国科学家证实寨卡病毒感染导致小颅畸形
美国科学家取得艾滋病毒研究重要进展
电池研究突破 镁电池或将取代锂电池

3

南京大学科学技术处

Science & Technology office of Nanjing University

科 技 新 闻

建学科高峰创世界一流

NEWS

——在南京大学建校114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
※陈骏

尊敬的Beisiegel教授，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

谢德国哥廷根大学校长Beisiegel教授参加我们的

们：

庆典并发表热情友好的讲话，从刚才校长的介绍
大家下午好！

中能够看出，我们和哥廷根大学的合作与交流可

今天，我们在此欢聚一堂，隆重庆祝南京大

以追溯到1984年，今天上午我们还签订了两个协

学建校114周年，请允许我代表学校党委和行政向

议，并且成立了“中德社会计算研究所”，这是两校

全校师生员工和离退休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共建的第三个研究所，应该说南京大学和哥廷根

向海内外校友们表示节日的问候！向获得“南京大

大学的合作堪称国际上高等教育合作的典范。

学科技奖”的老师们表示热烈的祝贺！我特别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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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校庆以来，全校师生员工按照学校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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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校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创建“世界一流

思路，坚持“高精尖”战略导向，深化综合改革，积极开 大学”建设进程，头10年主要着力于“打基础”，填平补
拓进取，在高层次队伍建设，人才培养质量提高和科 缺，改善条件，形成了学科平原；近10年主要着力于

国自然出版集团最近公布的数据表明我校2016年自然 化，形 成 了 许 多 学 科 高 原。比 如 在 上 一 轮 学 科 评 估
指数在全球高校中排名第20位，在国内高校中排名第 中，我校有3个学科排名全国第一，9个学科进入全国
二位，已经连续三年进入全球科研机构前50位，反映 前三，16个学科进入全国前五，学科总体水平在C9高
了学校自然科学研究的质量和水平已经位于国际知名 校中位列第三。再如学校已有15个学科进入美国ESI排
高校行列。上周五，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公布了首批国 名世界前1％，其中化学学科进入世界前1‰；在英国
家双创示范基地名单，令人欣慰的是，南京大学作为 QS最新公布的世界一流大学综合排名中，南京大学名
四所高校之一成功入选，反映了学校在双创人才培养 列全球第130位、亚洲第26位，等等。这些情况说明
和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成绩得到了国家的认可，预示 学校确实已经建成了一批学科高原。但是我们与世界
着学校的发展将要进入一个新阶段。

一流大学相比，还缺乏有重要国际影响的一流成果和

去年11月国务院颁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 一流科学家，缺乏解决国家重大问题、引领技术进步
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开启了国家“双一流”建设 和社会发展的能力，缺乏在国内外都有重大影响力的
的战略工程。今年4月李克强总理在高等教育改革创新 学科高峰，这正是我们在即将启动的双一流建设中要
座谈会上进一步提出：推进“双一流”建设，可以考虑重 重点突破的问题。
点放在一流学科上，精准施策、精准支持。一流学科

我们设想今后5到10年把一流学科建设的重点放在

一定是在世界上有竞争力的，是一流大学的基础，世 学科高峰的建设上，通过选准高峰点给予精准支持，
界上很多大学之所以有名，主要是重点学科有名，国 用高峰来带动学科进入世界一流。综观当代世界一流
际上很多排位都是按学科来的。我们要从国情出发， 大学建设经验，都是精准选择学科突破口，通过率先
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出发，着力推进一流学科建设。 建设一流学科而闻名于世的。例如，被誉为美国二战
初步考虑是支持100个一流学科建设。这100个学科， 后发展最快的斯坦福大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明确提
要覆盖主要学科领域，既要有基础学科、也要有应用 出了“学术顶尖”的构想, 打破学科均衡发展的 传统做
学科，既要有自然科学、也要有社会科学。总理的上 法，选择物理、化学、电子工程等学科作为突破口打
述讲话为我们指明了“双一流”建设的方向，就是把重点 造全球顶尖学科，成功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卡耐
放在一流学科的建设上。问题是我们应该思考南京大 基∙梅隆大学抓住了计算机科技发展的历史机遇,以计算
学将有多少学科能进入这100个一流学科中？我们又要 机信息领域作为优先发展领域,在计算机、机器人、软
如何精准施策、精准支持呢？

件工程、管理信息技术等项目研究上相继取得了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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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转型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英 “建平台”、“抓队伍”，深入推进学科布局调整与结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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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相关领域研究享誉全球，成为学校步入世界

公认的研究成果，形成世界性学术影响，赢得崇

一流大学之列的标志。加州大学原校长田长霖院

高的学术声望，成为开放性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及

士曾对此指出：“世界上地位上升很快的学校，都

学校最具显示度的闪亮名片。昨天我参观了南京

是在一、两个领域首先突破。一所学校不可能在

大学校庆书画展。南京大学的艺术学科在历史上

很多领域同时达到世界一流，一定要有先后，研

曾经是中国的高峰，究其原因就是曾经拥有一批

究型大学一定要想办法扶持最最优异的学科，把

名 人 名 作，由 此 我 想 到 对 于 学 校 的 文 科 建 设 而

它变成全世界最好的。”这就是为什么总理在最近

言，重点将放在名人名作、经典精品上，没有新

的 讲 话 中 提 出 要 重 点 建 设 一 流 学 科 的 原 因。因

一代名人名作，就无法形成学科高峰。

此，学校“双一流”建设将集中力量打造具有引领

学科高峰还应该致力于解决国家经济社会发

性、公认性及卓越贡献为特征的学科高峰，充分

展中的重大问题，积极推动学科链、创新链和产

发挥学科高峰的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真正

业链的互联互通，成为催化产业技术变革、加速

实现我校学科建设从“高原”向“高峰”的跨越。

创新驱动的科技引擎和动力源泉，成为科技成果

学科高峰首先体现在原创性和引领性上，领

转化和双创人才培养的高地。这类是南京大学最

科学研究之先，提出新的学术思想，开创新的研

为缺乏的，也是接下来花大力气建设的重点，一

究范式，发展新理论，揭示新规律，以重大原创

定要规划出一些学科的高峰，每个学科都要规划

性成果引领学科的发展方向；去年我访问霍普金

出 高 峰。总 理 如 果 到 学 校 来，我 们 能 拿 给 他 看

斯大学医学院，深受启发，他的医学高峰实际上

的，就是高峰，那么每个学科可以想想，可以拿

就是由一个个发明创造结累起来的。学科高峰就

什么给总理看？

是看别人不能看的病，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自然

为加快建设学科高峰，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大

现象，发展别人不了解的技术，或者是提出新理

改革力度、加快改革步伐，切实破除制约学科创

论新思想。另一个高峰就是高校人才培养，领高

新 活 力 迸 发、影 响 创 新 能 力 提 升 的 体 制 机 制 障

层次创新人才教育教学改革之先，比如哈佛大学

碍，下个阶段要重点抓这几件事情：

的通识教育，引领高等教育几十年，形成具有示

要进一步转变人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是大

范性的教学思想和人才培养模式，建成一批影响

学的根本任务，为社会输送一流的人才是一流高

深远的优质课程，成为培养和造就领袖型人才的

校的最本质特征。近年来学校以办中国最好的本

基地。

科教育为目标，汇聚全体南大人的智慧与力量，

学科高峰还要体现在公认性上，闻名于世，

探索实施了“三三制”本科教学改革。这一改革探索

在国内外都能看得到它。这就需要汇聚被国内外

意义重大，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2014

同行公认的学术领军人才与高水平团队, 做出同行

年获得了国家教学成果特等奖。目前，这场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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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养学部的优质课程引进，译林出版社的牛津通识

做原创科研”的号召，并且启动了“科技创新十百千

读本的推出等等。下一步要以优质课程建设为抓

工程”与文科“双重计划”，把重点放在解决问题上，

手，把改革推向新阶段。要在今后几年，把重点放

希望围绕国际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凝练尖端科

在优质课程的建设上，要建设十门左右世界知名课

学问题，在学科交叉融合加速，集群化、网络化创

程，百门左右全国知名课程，千门左右南京大学优

新模式不断涌现的今天，能在解决重大科学问题、

质课程。我们以优质课程为抓手来树立一个个的高

实现重大科技创新方面有所作为，从而产生一批科

峰，提高自己的教学质量。同时，学校继续实施

学高峰。我们在下一步高峰建设的过程中，在人才

“四三三”博士研究生改革方案，加快实施“二三三”

培养方面，将以优质课程为抓手，在科学创新方

硕士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着力打造富有南大特色

面，将以问题为导向，相比之下，在我校科学高峰

的从本科生到研究生的完整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的建设任务比人才培养高峰的建设更紧迫更艰巨，

真正在南京大学建成一个我国人才培养的高峰。

我们要花更大的力气去努力。

另外，我们要紧紧抓住国家双创示范基地落户

要进一步优化学科资源配置。学科资源配置模

南大的重大机遇，举全校之力构建富有南大特色的

式影响和决定着学科发展的未来方向。由于学校以

“五位一体”、“四创融合”、“三个协同”的创新创业

往的学科资源配置模式未能充分突出激励与导向功

教育新体制和成果转化新体制，真正打通教学和科

能，我校大多学科仍沿袭着过去几十年所形成的发

研的脱节、老师教和学生学的脱节、学生学和学生

展惯性，缺乏以学科发展前沿和国家需求为目标的

做的脱节、校内人才培养和校外人才需要的脱节，

战略规划与顶层设计。优化学科资源配置模式，必

打通这四个脱节是目前国家最希望高校解决的问

须充分发挥导向和激励功能，推进学科发展方式转

题。如果我们能通过对双创基地的建设，把这四个

型，引导和推动我们的优势学科坚持问题导向，以

脱节解决，这就是南京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对中

放眼世界学术巅峰的信心和气概聚焦国际学科前

国的创新驱动发展的巨大贡献。如果我们把这件事

沿，以主动融入国家创新体系的自觉聚焦国家重大

做好了，就是一个新的高峰。

战略需求，为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根本性科学问题做

要进一步转变科研方式。过去，我们的科研大
多是跟踪式的研究，这种论文导向的追踪研究在资
源缺乏的条件下，对实现最初的跨越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但难以产生重大原创性成果。只有实现科研

NEWS

新的本质特征。因此，学校提出了“以问题驱动，

科 技 新 闻

正在深入，包括 “悦读经典计划”的实施，东京大学

出“南大贡献”，为破解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大瓶颈问题提出“南大方案”。
在制定“双一流”建设方案的过程中，我们还要
处理好以下四个关系。

转型，我们才能在科学研究上开拓新问题、挖掘新

一是处理好高水平队伍建设、科技创新和人才

方向、形成新理论，真正体现世界一流大学原始创

培养三者之间的关系。队伍建设是学科高峰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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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一流的师资才能创造出一流的科研成果和培养

制改革，形成开放、高效、协同的管理构架与管理机

出一流的人才。因此，树立一个学科高峰的关键是组

制。关键在于凝练出重大科学问题开展“有组织的科

建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打造高水平的创新团队，产生

研”，通过集体攻关和集成创新，产出标志性的原创

领军人才；同时，一个学科高峰一定是集高水平的教

成果。

学、科研为一体。在双一流建设中我们要进一步确立

四是处理好学校和学科之间的关系。学科高峰建设是

和完善各类人才评价体系与分配制度，推动领军人才

学校未来5到10年学科建设的重要战略，需要全体南

和青年拔尖人才队伍建设和动力机制建设，以队伍建

大人共同努力。一流大学的建成需要一批学科率先实

设带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水平的提升。

现一流，我们必须实行分批次分层次的学科发展战

二是处理好学科交叉与协同的关系。众多世界

略，支持有条件的学科率先实现一流，同时鼓励其它

一流大学的顶尖学科建设与科研创新都是立足于多学

学科后续跟进尽快实现一流。在南京大学“十三五”发

科的交叉融合与相互渗透。如麻省理工学院建设经济

展规划中我们已经明确提出了通过实施“国际一流学

学、政治学、语言学、管理学等一流学科的成功经

科建设行动计划、高水平特色学科建设行动计划、需

验,很大程度上在于依托学校强大的理工学科优势—

求导向的潜力学科跨越式发展行动计划”等来实现南

—运用数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经济学问题,运用电子学

京大学学科水平的综合提升。每一个院系和相关学科

理论和方法开展语言学、政治学研究,开创了相关学

都要结合各自的十三五规划，提出“双一流建设”的建

科研究的新领域新方法,取得了一系列世界级的研究

设目标和具体举措，学校将根据目标和任务进行资源

成果。这些成功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我们的

分配，院系和学科要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文科和社会学科，如果不利用理科和工科的强大优

同志们，今天是校庆大会，也是双一流建设的动

势，就是浪费。所以深入推进学科交叉融合，需要继

员会。这几天大家正在进行一级学科评估，从评估指

续探索学校优势文理科向现代应高工学科的延伸机

标中可以看出五年后的评估将会多么的激烈，平时多

制，探索联合优势学科开展协同创新的聚合机制，进

流汗战时少流血，我们现在就要瞄准未来。我们要沉

一步打破学科建设的门户之见与学科壁垒，激发学科

下心来建设学科高峰，用敢为人先的勇气和必胜的信

间合作的内生动力与研究共鸣，着力抢占新的学科生

念去迎接世界一流的挑战，让我们怀着无愧于历史的

长点与制高点,切实提升学科协同创新能力。

责任感与使命感，继承和发扬一代代南大人砥砺奋发

三是处理好已有的平台、基地和学科高峰的关
系。我校重大科研平台与基地集中了学校最优质的学
术资源，必须在学科高峰建设进程中发挥主力军作
用。每一个重大科研平台和基地都要有信心有责任成
为所在学科的高峰，这就需要深化管理模式与运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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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有机化学家胡宏纹院士逝世



※化学化工学院新闻中心

NEWS

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有机化学家、化学教育家，江苏省第三届、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胡宏纹先生因病于2016年5月19日19时06分在南京逝世，享年91岁。
5月23日上午，胡宏纹院士遗体告别仪式在南京西天寺殡仪馆举行，近200名社会各界人士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为
胡宏纹院士送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原中共中央总书记、原国家主席、原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同志委托中国科学院打来电话，对胡宏纹院士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对其亲属表示亲切慰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赵乐际同志委托中国科学院打来电话，对胡宏纹院士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对其亲属表示亲切慰问。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同志，原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梁保华同志，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静
海同志，江苏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炯同志和教育部、江苏省委省政府相关领导同志委托打来电话，对胡宏纹院士的
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对其亲属表示亲切慰问，并委托代送花圈。
中共江苏省委，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学部工作局、化学部，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江苏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北京大学等20余所高校，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等10余所科研机构，以及高等教育出版社，南京大学、中
共南京大学委员会以及南京大学有关院系和部门等单位送来花篮、花圈或发来唁电、唁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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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张异宾、校长陈骏、原校长曲钦岳、原代校长陈懿，中科院上海有机所所长丁奎岭，中科院上
海药物所所长蒋华良，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沈健，校内外30余位院士，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杨忠、常务副校长吕
建、党委副书记刘鸿健，南京大学副校长潘毅、薛海林、谈哲敏、王志林，郑州大学副校长宋毛平等兄弟单位领导以及
胡宏纹院士的生前好友、同事、学生、亲属也发来唁电、唁函或送来花篮、花圈。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张异宾、原代校长陈懿院士，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丁奎岭院士，南京大学郑有炓院
士、张淑仪院士、孙义燧院士、方成院士，以及国内各兄弟院校、科研院所、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领导和来宾，南京大学
相关部处、院系负责人，胡宏纹院士的生前好友、同事、学生及亲属等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遗体告别仪式由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刘鸿健主持，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薛海林介绍胡宏纹院士生平。
胡宏纹院士1925年3月出生于四川广安，1942年9月进入原中央大学化学系学习；1946年7月本科毕业留校任教，
1950年9月至1952年9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班进修，1952年9月至1954年7月在大连工学院研究生班进修并留校
任有机化学教研组副主任，1954年7月调回南京大学任讲师，195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9月至1959年8月
在莫斯科大学化学系进修并获副博士学位，1963年3月任副教授、有机化学教研室副主任，1978年10月任教授、有机
化学教研室主任，1984年任博士生导师，1995年10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胡宏纹院士长期从事有机化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涉及自由基化学、有机金属化学、冠醚的合成与性质、中氮茚
合成等研究领域，在有机合成新反应、新方法和新试剂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先后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170余篇，曾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等重要奖项。
胡宏纹院士是享有盛誉的化学教育家，所著《有机化学》于1961年被选为全国统编教材，自出版以来在国内化学
界被广泛采用，历经50余年再版四次，总印数超过50万册，成为深受广大师生欢迎的公认经典教材，曾获国家教委优
秀教材一等奖。他长期倾心投入教书育人，言传身教，培养和造就了大批有机化学杰出人才，1990年被江苏省教委评
为优秀研究生导师，为我国化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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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与东芬兰大学签署国际环境科学中心建立协议
※国际处陈楠

NEWS



5月25日，东芬兰大学学术副校长Jaakko Puhakka一行来访我校，李成校长助理在仙林校区热情
会见来宾。双方签署《国际环境科学中心建立协议》，标志着两校在环境研究领域取得又一重大合作成
果。我校“千人计划”学者马奇英教授、环境学院领导及国际处代表陪同会见。
李成校长助理对Puhakka副校长的首次到访表示欢迎。他向来宾简要介绍了我校的发展历史以及近
几年来我校在创新型人才培养和国际前沿科学研究等方面的进展。他感谢东芬兰大学对与我校合作伙伴
关系的长期支持，希望两校可以在环境领域建立稳定的国际合作平台，通过国际环境科学中心的成立携
手为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环境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Puhakka副校长回顾了两校在空气污染治理研究领域富有成效的合作并表示，东芬兰大学将一如既
往地支持两校合作，尤其是在国际环境科学中心成立之后，可以将合作扩展至多领域跨学科的研究。
会谈结束后，李成校长助理和Jaakko Puhakka副校长代表两校签署《国际环境科学中心建立协议》。

周志华教授荣获亚太数据挖掘大会卓越贡献奖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2016年4月，我校计算机系周志华教授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举行的第20届亚太数据挖掘大会
(PAKDD 2016) 上，荣获大会颁发的“卓越贡献奖”(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 Award)。该奖是
2005 年创立的具有终身成就奖性质的奖项,表彰亚太地区数据挖掘领域有长期卓越贡献的学者,每年仅奖
给一人(有两年空缺)。周志华教授是历史上第十位获奖者，也是迄今最年轻的获奖者。这也是中国大陆
学者首次获此殊荣。亚太数据挖掘大会 (Pacific Asia Conference on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Mining) 是机器学习与数据挖掘的重要国际会议之一，旨在提供一个国际化论坛让研究者和工业人士
能够就数据挖掘相关领域的内容，自由地分享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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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陈洪渊院士荣获

NEWS

第五届中国化学会-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化学贡献奖



※科学技术处朱伟伟
2016年5月18日，中国化学会公布《关于第五届中国化学会-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化学贡献
奖的授奖决定》，经化学贡献奖评审委员会审议，我校陈洪渊院士荣获第五届中国化学会-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化学贡献奖。一同获奖的还有复旦大学江明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包
信和院士、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曹湘洪院士。
中国化学会-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化学贡献奖由中国化学会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8年共同设立，表彰在化学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或重要进展，在学术上列于国际
先进水平，具有卓越建树，推动了本学科或者相关学科的发展，或者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有重大影
响的卓越化学家。奖励每两年为一届期，每届期奖励不超过4人。目前，该奖已进入第五届期（20152016年），总计产生过18位获奖人。本届化学贡献奖于2015年12月启动，经化学贡献奖评审委员会
审议，最终决定授予陈洪渊院士等四人。授奖仪式将于2016年7月1日的中国化学会第30届学术年会
同期举办，以表彰4位获奖人在化学领域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中国化学会介绍道，陈洪渊院士是我国著名的分析化学家和教育家，致力仪器分析特别是电分析
化学的科研和教学50多年，在电分析化学基础与应用的多个前沿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微电极理论
和应用方面，解决了一系列复杂体系电流的求解问题；阵列微带电极的理论成果被写入以IUPAC电化
学委员会名义总结的“技术报告”；开创了在场效应管绝缘栅界面的纳米组装，研制成国际上第一支纳
米粒子桥联的场效应管生物传感器；建立了一系列核酸、蛋白质（酶）、辅酶等生物分子高灵敏、高
选择的分析法；发明的芯片电泳安培法既检测电活性物质又检测非电活性物质，拓宽了芯片实验室的
应用范围。在分析化学学科面临发展瓶颈和严重挑战的年代，率先提出“生命分析化学”新理念，策划
创新群体，创建了南京大学“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推动国内这一新兴交叉学科领域的形成
和发展，并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如今他老骥伏枥，仍矢志不移地工作在科研和培养人才第一线，
迎接精准测量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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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委

5月4日，第20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揭晓，作为全国青年的最高荣誉，全国27人获此殊荣，南
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欣然作为江苏省唯一入选者跻身其中。
王欣然教授2013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014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
授，成为全国最年轻的“长江学者”之一。他2004年于南京大学物理专业获学士学位，后留学美国，获斯
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硕士、物理学博士。2011年底，他积极响应国家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号召，入选首批中
组部“青年千人计划”，并于当年回到母校南京大学，投身于科研与教学一线。此后，他带领团队瞄准国
际前沿的二维电子材料领域，完成多项创新成果，经美国物理学会、自然出版集团等媒体报道，产生广
泛的国际影响。王欣然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在Science、Nature及其子刊等顶级学术期刊发表16篇，
累计被引用1.2万次以上。他主持国家“973”课题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坚持为本科生讲授专业核
心课程，4年内共指导30余人完成研究项目和毕业论文。曾获江苏青年五四奖章、中国侨界贡献奖等奖
项。
据悉，“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是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授予中国14至40周岁优秀青年的最高荣誉。该
评选旨在树立和宣传当代青年的优秀典型，引导和激励全国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自觉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脚踏实地创新创业创优。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陆延青教授曾获第11届中国青
年五四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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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王欣然教授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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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结构中心2015年度十大科研成果出炉


※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吴煜昊

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管委会第九次会议于5月9日—10日在南京大学召
开。中心主任邢定钰院士主持会议。
会上，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所属科学家共申报了19项科研成果参与述职
和评审。专家委员会现场听取了候选项目申请人的报告和答辩。经过专家无记名投票，共选
出十项高水平工作作为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2015年度十大科学成果。本次评
选更为注重科研工作的质量和原创性，关注该项工作的内在科学意义和对于国际学术界的影
响力。
此次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年度十大成果评选中，中心成员单位得奖情况
如下：南京大学3项，复旦大学1.5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5项，浙江大学1项，上海交通大
学2项，中科院强磁场中心1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复旦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作的黑磷材料系列工作与南京大学
牵头，联合了中科院强磁场中心、复旦大学等中心成员单位的新型量子材料WTe2研究系列
进展成为通过中心平台深度合作、强强联合取得科研佳绩的经典案例。这两项工作均由中心
成员之间超越现有科研单位建制，通过长期紧密协同、有效科研合作完成，且均已在《自
然》子刊、《物理评论快报》等国际一流科研期刊上发表多篇系列研究论文并获得国际物理
学界的热烈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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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刘丛强院士于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举办讲座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持续开展基础地学科研工作、取得高水科研成果提供了最重要的保
障。为推动自然科学基金的申请、组织和实施，2016年5月4日，基金委副主任刘丛强院士
应邀来我校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指导工作，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和大气科学学院、地理与海
洋科学学院的相关负责人及教师参加了本次活动，就国家基金项目的申报工作与基金委专家
开展了深入交流，南京大学科技处处长徐夕生教授主持了本次活动。
刘丛强院士详细介绍了基金委十三五规划的相关情况，包括鼓励科技创新、推动科技论
文从数量向质量的转变、提高研究的科学意义等方面，期望从制度上建立起有益于科学家潜
心研究的科研环境，具体包括：（1）加强科学家的兴趣研究导向，鼓励自由探索项目的开
展；（2）同时兼顾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科研工作，强调学科交叉、融合及国际合作；（3）
继续重视科学人才队伍的建设，期望通过基金委项目的开展，帮助中国科学家从原来的被动
参与转变为引领和实施全球性的科学计划。通过上述工作的开展，最终实现科研工作的三个
“变形”：总量变形、贡献变形和源头变形。最后，刘丛强院士还向各位老师介绍了十三五规
划中地学方向的优先资助研究领域。
刘丛强院士还针对地学相关教师在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作了详
细解答，也期望南大地科院的老师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提高国际视野，期望在自己的学术
领域能够做出有影响力的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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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举行月球与行星科学研究所成立仪式暨行星科学发展
战略研讨会

NEWS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5月16日，南京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研究所

京大学行星科学发展战略研讨会。会上，来自中

成立仪式在仙林校区朱共山楼举行，多位国内外

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

行星科学专家参加了成立仪式。中国探月工程首

所、国家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中国地质科学

席科学家欧阳自远院士、许志琴院士、南京大学

研究院、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

科技处徐夕生处长、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王汝成

学、山东大学和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行星科学专家

院长等出席活动。欧阳自远院士和徐夕生处长共

分享交流了行星科学领域的最新科学成果。内容

同为南京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研究所揭牌，宣告

涵盖月球地质演化与探测、太阳系早期演化和太

该研究所正式成立。

阳系天体中的挥发分等主题，系统交流了行星科

研究所成立仪式上，王汝成院长、欧阳自远

学与探测工程相关的研究进展，深入探讨了我国

院士、密歇根大学张有学教授分别发表了热情洋

未来行星科学发展方向。研讨会上，中国科学院

溢的讲话，热烈祝贺南京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研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谢先德院士向研究所特别赠

究所成立。最后研究所负责人惠鹤九教授介绍了

送书籍《随州陨石矿物学和冲击变质》、《月质

研究所的筹建情况和工作规划。张爱铖教授主持

学研究进展》以及《赵景德博士的科学贡献》，

了研究所成立仪式。

以对研究所的成立表示祝贺。

在揭牌仪式后，随即举行了为期一天半的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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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次青年工程地质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NEWS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朱鸿鹄

2016年5月6-7日，第五次青年工程地质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举办。会议由
中国地质学会工程地质专业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办，南京大学承办，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协办。
本次研讨会是第三届工程地质专业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成立以来组织召开的第一次
围绕某一具体主题的学术会议，旨在增进工程地质领域青年学者之间的了解，交流学术思
想，碰撞学术火花，创造合作契机，以促进学科的蓬勃发展。
会议在筹备和举办过程中得到了工程地质领域广大前辈与同仁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
持，共有355位专家学者参会。在大会开幕式上，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王汝
成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球科学部熊巨华研究员分别致辞。
会议结合南京大学工程地质学科的研究特色，以“土体工程地质特性与结构”为主题，
举行了20场特邀专题报告，报告人来自全国各高校和科研院所，其中包括杰青1人，优青3
人，青年千人2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1人，青年长江学者1人，新世纪优秀人才、香江学
者、黄山学者、省杰青等5人。与会专家就该领域最新的研究进展、热点问题、发展方向等
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热烈的讨论，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得到与会专家和代表的一致好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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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电体超晶格实验室研制出
首个表面等离激元光量子逻辑门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南京大学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李涛教授、祝世宁院士研究组最近报告研制出迄今

为止尺寸最小（14 × 14 μm2）光量子控制－非门。该量子逻辑门也是国际上首个基于等离激元
体系的具有光量子信息处理功能的量子器件，能进行二比特量子操作，可作为量子集成芯片上的
基本运算单元。二比特的控制－非门和单比特的哈达玛门是通用量子计算芯片的二种基本逻辑单
元。这种基于表面等离激元构建的光量子逻辑门体积小，因而可大幅度提高光量子芯片集成度，
减少芯片的尺寸。该量子逻辑门研制成功向着实现光量子计算目标又前进了一步。该成果近期发
表在自然子刊Nature Communications 7:11490 DOI: 10.1038/ncomms11490上，物理学院
王漱明副研究员是论文的第一作者。
基于量子力学的信息处理技术使用量子位叠加原理突破了经典信息处理仅用0和1编码方式，
在根本原理上较之于经典计算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光子作为一个很好的量子信息处理的载体具
有很好的相干性和单比特操作特性。近年来，光量子信息处理系统已经广泛应用于量子通讯、量
子测量和量子计算等领域。然而，为了应对大规模信息处理和计算的要求，如何将光子处理系统
的尺寸进一步的压缩已经成为近
期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当前，
有一些基于路径编码的量子逻辑
门和量子算法已经可以在集成光
路中实现了，不过路径编码方式
决定了其集成度不可能很高。而
另一种编码方式——偏振编码，
从原理上可以将光路简化，但却
很难在集成光路中实现。这是因
图一、（A）传统偏振编码的控制非门的设计；（B）使用介质加载表面等离激元波导的工作
原理；（C）偏振依赖分束器的SEM图；（D）从右耦入端入射的TM模式的传播效果；（E）
从左耦入端入射的TM模式的传播效果；（F）从左耦入端入射的TE模式的传播效果。蓝色箭
头表明耦入光位置和偏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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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导耦合长度来实现，这种精准度对现有的集成光路设计和制成提出极大挑战。

TE和TM两种偏振模式的操控，仅仅使用一个偏振依赖分束器（图一）就实现了偏振编码的二个量子比特
的控制－非门。它的尺寸只有14 × 14 μm2（比之前他人的结果减小了4个量级），是目前世界上最小的
光量子逻辑门。实验给出的该控制非门的逻辑功能真值表（图二）显示了该逻辑门具有高的保真度
（63.7% ≤ Fprocess ≤ 80.3%）和很好的纠缠产生能力。

图二、（A）基于介质加载金属表面等离激元的控制非门在ZZ基上测试得到的各基矢的几率；（B）在XX基上测试得到的各基矢的几率。

物理学院王漱明副研究员完成了样品的设计和测试，现代工学院博士生程庆庆完成了样品的加工，东南大
学龚彦晓博士和美国西北大学孙诚教授也是本工作的合作者，李涛教授和祝世宁院士指导了此项工作，物
理学院张若筠教授和马小松教授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该项研究主要在南京大学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
新中心完成，得到科技部重大研究计划（量子调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项目，重大集成
项目，优秀青年基金项目和面上项目）以及南京大学登峰人才计划（B类）的支持。孙诚教授受到国家外
专局高端国外专家项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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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化工学院超分子化学与动态材料研究团队
在智能水凝胶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化学化工学院

最近，化学化工学院王乐勇教授研究团队在智能水凝胶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研究
工 作 以 Article 在 线 发 表 于 化 学 领 域 权 威 期 刊 J. Am. Chem. Soc.（DOI: 10.1021/
jacs.6b03296）。博士研究生倪梦飞为第一作者，胡晓玉副研究员参与早期指导工作，林
晨副教授与王乐勇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
水凝胶是一种亲水的三维聚合物网络，由于其优异的性质近些年来被广泛用于生命科学
与材料科学领域的研究。水凝胶的吸收水和释放水的过程通常表现为凝胶的溶胀与收缩，
而这种水凝胶特性可以用来构筑驱动器、人工肌肉与药物传输体系。然而实现水凝胶高效
溶胀与收缩的智能化控制仍是一项艰巨的挑战。随着超分子化学的快速发展，具备动态可
逆性的主客体作用作为一种新颖而有效的智能手段调控水凝胶的性能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此项研究基于本研究团队研发的柱[6]芳烃/二茂铁主客体超分子体系（Chem. Commun.
2013,

49,

5085−5087 ； J.

Am.

Chem.

Soc.

2013,

135,

10542−10549 ；

图1. 基于柱[6]芳烃/二茂铁主客体作用构筑的智能水凝胶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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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水凝胶包载盐酸阿霉素并实现在不同pH条件下可控释放抗癌药物

Macromolecules 2015, 48, 4403−4409）成功制备了一种具有宏观尺度高效溶胀并具
备多重刺激响应性的智能水凝胶。研究表明水溶性柱[6]芳烃与二茂铁主客体超分子体系
的引入是实现水凝胶高效溶胀的关键机制，可以使水凝胶的含水质量提升12倍（图1）。
同时，该水凝胶具有外界环境刺激性，如：温度、pH、氧化还原、竞争客体等多重智能
响应性。体外的药物包载与释放实验表明，该水凝胶能够包载盐酸阿霉素（广谱抗癌药
物），并实现在不同酸性条件下抗癌药物的可控释放（图2）。因此该智能水凝胶在药物
可控释放，形状记忆等方面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研究团队将进一步对此水凝胶开展功
能化与智能化研究。
该项目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科技部重大研究计划的资助；论文作者感谢姚锡矿
博士和齐东亮先生分别在GPC和SEM测试工作方面提供的帮助。在成文过程中，化学化
工学院谌东中教授、郭学锋教授和项坤博士就该工作进行了有益的讨论，特此表示感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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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平教授课题组在磷自由基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

RESEARCHES

化学化工学院

磷自由基可以作为化学反应中间体和链式反应的载体或标记物，但大多数磷阴离子自由基，特
别是以磷为中心的双自由基非常不稳定，大多数仅仅在气态或溶液中稳定存在。最近，王新平课题
组成功得到了双磷单自由基和双自由基化合物。研究成果在线发表在美国化学会报（ J. Am. Chem.
Soc. 2016, DOI: 10.1021/jacs.6b04081）。谭庚文博士（国际交流博士后计划引进）为该论文的
第一作者，王新平教授为通讯作者。研究生李淑昱和陈胜、南大分析测试中心的眭云霞老师、以及
配位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赵越博士也参与了该项工作。
王新平课题组近几年在磷自由基化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2013-2015年利用弱配位阴
离子，课题组合成了具有平面结构的三芳基磷自由基阳离子、含有P-P π键的四芳基双磷阳离子以及
两例电子自旋 密度分布完全相反的磷四元环自由基阳离子（JACS 2013，135, 3414 ； JACS
2013，135, 5561； JACS 2014，136， 6251；Dalton Trans. 2015， 44，15099）。 2014年
课题组利用大位阻配体得到了稳定的基于P-C双键的的单磷自由基阴离子（JACS 2014，136，
9834）。在此基础上， 课题组近来通过扩大π共轭效应，并结合空间位阻效应，构建了一例由双
P=C为骨架的化合物，通过连续还原，得到了双磷自由基阴离子。光谱分析、单晶结构测试以及理
论计算验证了化合物具有（双）自由基性质。该结果表明通过对中间芳香环的扩展，有可能合成得
到以多磷为中心的链状寡聚物及聚合物自由基，且可能具有导电或发光等性能。
该研究工作得到了中组部、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委以及江苏省
教育厅等部门在资金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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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毕军教授课题组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埃默里大学、江苏
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合作的题为“Urbanization Level and Vulnerability
to Heat-Related Mortality in Jiangsu Province, China”的研究成果，以南京大
学为第一通讯单位发表在环境与健康领域国际顶级期刊《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EHP) 上（http://ehp.niehs.nih.gov/ehp204/ ）。该 论 文 第 一
作者为毕军教授课题组的2013级博士生陈凯，第一通讯作者为毕军教授，共同通
讯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的Patrick Kinney教授。南京大学的黄蕾副教授、马宗伟
助理研究员、埃默里大学的Yang Liu副教授、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疾病
防治所的陈晓东主任医师和周连副主任医师均对本文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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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毕军教授课题组自去年发表卫星遥感反
演PM2.5的成果（http://ehp.niehs.nih.gov/1409481/）后，第二次在该期刊发
表论文，也是我校第二次在该期刊发表论文。
国际上大量的环境流行病学研究已经证实，高温对人群健康有着显著影响，
包括引起人群死亡率和发病率的增加。然而，由于城市地区“热岛效应”的存在和
人口高度密集的特点，之前对高温健康效应的研究多集中在城市区域，来自农村
地区的研究较少。农村地区尽管高温暴露水平低于城市地区，但是人群的脆弱性
可能并不低于城市地区，尤其是在农村社会经济水平较为落后的我国。
本研究基于分布滞后非线性时间序列模型和贝叶斯分层模型， 对江苏省102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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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学院毕军教授课题组再次在《Environmental
HealthPerspectives,EHP》上发表文章，阐述气候变
化对人群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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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102个区县的高温死亡风险

县在2009到2013年间的高温死亡风险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 当日平均气温从第75
百分位上升到第99百分位时，在城市化程度较低的区县人群总非意外死亡风险为1.43
（95%置信区间：1.36-1.50），而在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区县人群总非意外死亡风险
为1.26 （95%置信区间：1.23-1.30）。城市化程度较低的区县同样有着较高的高温
导致的心肺系统死亡风险 。进一步分析发现，较低的受教育水平、空调拥有率和较高
的老龄人口比例，是使得城市化程度较低区县具有较高的脆弱性的主要因素，也导致
了较高的高温死亡风险。本研究揭示了我国农村地区可能面临的显著高温死亡风险，
对于进一步采取措施减缓我国高温带来的健康负担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健康挑战有
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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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江苏省102个区县的高温暴露、
热相关脆弱性和死亡风险的空间分布
右图：热相关脆弱性与城市化水平的相
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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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学院施毅教授、李昀副教授课题组在
《AdvancedFunctionalMaterials》发表二维
分子晶体液相制备研究的重要成果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我校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
协同创新中心的施毅教授、李昀副教授团队在二维分子晶体的溶液相制备及其在场效应晶
体管中的应用研究中取得重要突破，相关研究成果以“2D Single-Crystalline Molecular
Semiconductors with Precise Layer Definition Achieved by Floating Coffee RingDriven Assembly”为题发表在《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上，并被遴选为当期
封面文章[2016(19),26,3191-3198]，研究同时被Materials Views和X-Mol等科研新闻平
台报道。该项工作由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合作完成，我校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的2015级博
士生王启晶、2014级硕士生钱君、李昀副教授和2014级博士生张宇涵为论文的共同第一作
者，李昀副教授、王欣然教授、施毅教授为论文的通讯作者。
自石墨烯被发现以来，二维原子晶体在多个科学领域引发了革命性的发展。近年来，
以弱范德华力结合的二维分子晶体因其材料性质的独特性，有望实现新型光电子器件，而
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尤其，通过液相方法获得二维分子晶体，以秉承有机电子的快速、
简易器件制备，更是相关研究的热点；然而通常情况下在二维尺度下只能得到小尺寸、多
晶相的分子晶体。因此，通过溶液相方法制备高质量的二维分子单晶薄膜并实现高性能的
电子器件是二维有机电子学领域的基本挑战。
针对上述难题，研究团队提出一种新颖的“漂浮的咖啡环效应”。生活中，滴落在桌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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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最终会留下一圈环形斑迹，这是源于从液滴内部向边缘的液体流动。在以有
机小分子为溶质的溶液中添加微量的反溶剂可将咖啡环效应中的定向液体流动漂
浮在薄液层上，从而有效增强分子材料向晶体生长界面处的迁移，由此得到可精
确调控层数的二维分子晶体。研究团队发现，具有高速成膜速率的二维分子晶体
达到了百微米尺寸和原子级的表面平整度，并展现出优异的单晶特性。此外，基
于二维分子单晶薄膜的晶体管器件中载流子迁移率最高可达13.0 cm2V-1s-1，为
迄今同类器件中的最高值。这一方法还被证明具有材料的普适性，从而有望实现
液相制备二维分子单晶异质结器件。
这项工作是在电子学院李昀副教授、王欣然教授和施毅教授的指导下完成
的，是研究团队在二维有机半导体生长及其在晶体管器件中应用方向的最新进
展。该项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及面上项目、NSFC-JSPS中日交流项目
等支持与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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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学院余林蔚教授课题组制备出可拉伸
晶硅纳米线二维弹簧结构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近年来，由于在可穿戴电子、生物仿生和医疗等领域的巨大应用前
景，高性能柔性可拉伸电子（Stretchable Electronics）功能材料成为广
泛 关 注 的 研 究 热 点。传 统 高 性 能 电 子 器 件 的 核 心 材 料 基 础 是 晶 硅
(Crystalline silicon)，然而其本身不具备可拉伸性（stretchability）。即
便在一维纳米线形貌，也仅仅是柔性可弯曲（flexible or bendable）而
已，很难在晶硅纳米线上实现>3%以的可拉伸性。与此同时，大多数可拉
伸有机或聚合物材料却不具备晶硅材料所特有的高迁移率、高稳定性和完
备技术工艺。为了获得高性能的硅基柔性可拉伸电子器件，最直接有效的
策略就是将晶硅纳米线制备场周期性Zigzag的纳米线弹簧结构。围绕此目
标，国际上多个科研团队尝试了纳米沟道限制、生长气氛调控和应力塑形
等各种方法。然而，受限于十分苛刻的微纳操纵生长条件，至今还没有获
得一种在较低生长温度下大规模可控制备的方法，难以在可穿戴电子和传
感等实际器件应用中获得突破。
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余林蔚教授课题组，通过与北京大学和
巴黎综合理工大学的合作，首次发现了一种平面限制的自发Zigzag振荡晶
硅纳米线生长模式，可在大面积低温硅基薄膜工艺所兼容的条件下（<350
oC），不需要任何外界实时干预，通过自组装生长制备周期晶硅二维纳米
线弹簧（nanowire spring）结构；由于平面纳米线生长不需要提供生长气
氛，在原位扫描电子显微镜(SEM)中可以直接观测其丰富的动态生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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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氧化锡基复合纳米线结构设计图

程，为探索期独特的生长机理提供了关键支持。结合系统的晶格结构分
析，此工作还揭示了其中独特的自发“晶向降序偏转和孪晶反射”生长过
程，并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生长描述和调控理论模型。更为重要的是，
在拉伸应力（stress-strain）测试中，此类晶硅纳米线弹簧结构的确展示
出了大幅提高的可拉伸特性（>12%），这为进一步性能提高确定了方
向。此研究结果为实现新一代高迁移率、高稳定性可拉伸纳米线器件指示
了一条全新的形貌调控和制备策略，并有望将成熟的晶硅电子技术拓展到
全新的柔性可拉伸电子领域，推动可穿戴电子应用的新思路和新方向。
本项研究成果论文, In-plane self-turning and twin dynamics renders large stretchability to mono-like zigzag silicon nanowire
springs, 发 表 在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 DOI: 10.1002/
adfm.201600780之上。论文的第一作者为博士生薛兆国同学，通讯作者
是南京大学余林蔚教授和北京大学陈青教授。相关工作得到了电子科学与
工程学院的徐骏教授、施毅教授、潘力嘉教授以及法国巴黎综合理工/
CNRS，LPICM实验室Pere Roca i Cabarrocas教授的大力支持。该项研
究工作受到“青年千人计划”，国家基础研究“973”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江苏自然科学基金，双创人才计划和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
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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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学院李根喜教授课题组在生物分子工程及临床检验
应用研究方面取得系列进展

RESEARCHES

※生命科学学院

近期，国际著名期刊《Chemical Science》以封面文章报道了我校生命科学学院李根喜教
授课题组在生物分子工程及临床检验应用方面的一项成果，并且被作为热点论文加以介绍，论文
题名为“Improvement of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for the multicolor detection of biomarkers”，Chemical Science, 2016, 7, 3011-3016。
酶联免疫分析是生物医学研究及临床检验中最常用的技术手段，但存在检测信号单一、检测
灵敏度较低等问题。李根喜教授课题组首次实现了酶联免疫分析的同时多色检测，极大地弥补了
传统酶联免疫测定中效率低下的问题，并且证实了联合分析病人血清中三种肿瘤标志物，可以显
著提高肺癌的检出率，为癌症的早期诊断和对症施治提供了非常有益的信息。在这一工作中，他
们通过将抗体分子修饰在富含羧基的石墨烯边缘，然后再通过π-π相互作用和疏水作用力将多种
变色分子如孔雀石绿、甲基红、酚酞、百里酚酞分别吸附到石墨烯表面，从而制得多种pH响应
的变色纳米探针，因此实现了多种肿瘤标志蛋白的多色分析。

图1：pH响应的纳米探针用于肿瘤标志蛋白的多色分析。
李根喜教授课题组长期从事生物分子工程及临床检测应用方面的研究工作，近期与南京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江苏省人民医院）、附属第二医院、以及南京大学附属鼓楼医院的有关专家
合作，在疾病标志蛋白分析新方法及临床检验应用方面取得了系列进展，为临床医学诊断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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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全新的技术路径。例如，疾病蛋白标志物的发现为相关疾病（如肿瘤、心血管疾病
等）的快速、准确诊断带来了新的契机，然而在疾病发生的早期阶段，这些标志物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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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低，现有的检测方法往往对此无能为力，为此，李根喜教授课题组利用“DNA步行者”
的基本原理，设计了一种全新的电化学生物传感器，可以用于多种临床上常用疾病标志物
的灵敏检测。在这一工作中，他们通过设计一种双功能DNA探针，其一端的功能区域可
以特异性地识别待测物，另一端的功能区域则能够与电极界面上事先修饰好的信号DNA
短链互补配对形成DNA核酶。当待测物存在时，多个双功能DNA探针可以与待测物形成
类似于“DNA步行者”的组装体，在邻位效应的帮助下，组装体通过多个双功能DNA探针
与电极上信号链的结合，形成完整的核酶切断信号链，而热稳定性的变化促使双功能
DNA探针脱离下来，继续结合下一个信号链并将其切割，从而形成有效的放大效应。研
究结果证明该检测体系可实现大范围（10-18-10-9 M）和高灵敏度（10-18 M）疾病标
志物的检测，为疾病的早期诊断提供了有利的工具，同时，该研究也为利用DNA机器来

图2：基于DNA“步行者”的电化学传感器用于蛋白质分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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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蛋白质电化学检测方法提供了新的设计思路。相关成果以“Simple electrochemical s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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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of attomolar protein using fabricated complexes with enhanced surface binding
avidity”为题发表于Chemical Science, 2015, 6, 4311-4317。
再如，肿瘤分型与分期的鉴定对确定治疗方案和判断病人的预后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目前
临床上常用的分析方法是组织学病理检测，但是基于少量瘤组织切片进行分级，常常难以准确反
映整个肿瘤的分化程度，而且容易受到分析人员主观因素的干扰，使分级的价值受到影响，因
此，他们提出了一种由石墨烯与DNA修饰的金纳米颗粒组成的比色传感器阵列，可以快速、准确
的鉴定出非小细胞肺癌两种最常见的亚型——肺腺癌与肺鳞癌及其三种分期，而且检测过程简
单，无需仪器即可完成肉眼可分辨的检测，方便实际应用，相关成果以“An array-based approach to determine different subtype and differentiation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为题发表于Theranostics, 2015, 5, 62-70。

图3：基于ssDNA-GNPs-GO体系的比色阵列用于肺癌分型与分期的鉴别。

近日，《Scientific report》报道了李根喜教授课题组的另外一项成果“Enzymatically Regulated Peptide Pairing and Catalysis for the Bioanalysis of Extracellular Prometastatic
Activities of Functionally Linked Enzymes” ，www.nature.com/articles/srep25362。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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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组利用新型生物传感分子探针，针对肿瘤的侵袭过程，发展了酶活性与生物学功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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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物传感新技术。在这一研究工作中，他们通过将各种蛋白酶、转肽酶的活性变化转化
为卷曲螺旋多肽双链的互补配对、解离等明显的构象变化，并进而用这种构象变化控制多
肽与金属离子的配位作用，最终将酶活性变化转化为过渡金属离子催化的化学级联放大反
应，从而可产生灵敏的生物传感信号。利用该方法，他们在乳腺癌的临床样本中可以观测
到血浆素、组织转肽酶及酪氨酸羟化酶等的活性与肿瘤病情发展阶段所呈现出的平行性。
该检测方法灵敏度高，且能够分析多种介导肿瘤侵袭、癌基质变性的关键蛋白质的活性，
未来肿瘤诊断和预后提供了更加可靠的技术保证。

图4 基于多肽构象探针构建的肿瘤侵袭标志蛋白活性检测
以上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以及教育部创新研究团队的经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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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辉课题组在纳米模拟酶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利用生物学或者化学的方法模拟天然酶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而且
有着巨大的实际应用价值。近几年来，人们发现某些纳米材料同样存在着
类似于天然酶属性的催化活性，从而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与传统的人
工模拟酶相比，这类新型的纳米模拟酶（nanozymes）除了同样具有更加
稳定的化学性质和催化活性，成本低廉等优势，更有着自己独特的性质，
例如更易于实现大规模的制备、高的比表面积、催化活性可调、以及具有
光电磁学特性等。近几年来，纳米模拟酶在生物医学等领域的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关注。
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生物医学系魏辉教授课题组致力于
研究纳米材料与生物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力图利用这些相互作用实现
功能化的纳米材料在生物医学以及生物传感中的应用。在先前的工作中，
他们通过在碳纳米材料上自组装具有电化学活性的小分子作为内参，并结
合碳纳米材料对抗坏血酸优良的催化性能，实现了对活动物脑内抗坏血酸
的高灵敏、高选择性测定（Anal. Chem., 2015, 87, 8889）。另一方面，
他们巧妙利用功能化的DNA分子在溶液中含有K+的状态下易于形成正平
行结构且该结构能够高效增强卟啉类物质荧光的特点，发展了一种基于
DNA技术的，可用于同时检测活动物组织内的K+和原卟啉的分析方法
（Anal. Chem., 2016, 88, 2937）。
最近，该课题组研究人员及其合作者发现利用超分子自组装技术，他
们可以实现同时将天然酶分子葡萄糖氧化酶以及能够模拟其他天然过氧化
物酶的化学催化剂血红素包裹在金属有机框架化合物ZIF-8中。这种通过一
步法制得的生物纳米催化剂被称之为“集成式纳米模拟酶”（integrated
nanozymes）。当这种纳米模拟酶被加入到含有葡萄糖以及显色剂的溶液
中时，葡萄糖被纳米材料中的葡萄糖氧化酶氧化产生过氧化氢。生成的过
氧化氢随即在周围的血红素的催化下氧化显色剂，使得反应试剂变色，实
现对葡萄糖的可视化检测。由于这两种催化剂被集成在一个有限的纳米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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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部，中间产物的扩散得到了极大的抑制，从而大大提高了整体的催化效率。此
外，与游离的天然酶相比，这种“集成式纳米模拟酶”也表现出了更好的热稳定性以及循
环使用的能力。通过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与南京大学鼓楼医院及美国

RESEARCHES

Emory大学合作，他们利用该“集成式的纳米模拟酶”成功实现了活动物脑内葡萄糖浓度
的实时、动态观测。该工作发表在最新一期美国《分析化学》杂志上（Anal. Chem.,
2016, 88, 5489–5497）。

图1. “集成式纳米模拟酶”用于脑化学研究。
该工作发表后得到了广泛关注，被phys.org以“Integrated nanozymes for brain
chemistry”进行了报道。
这些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自然科学基
金、江苏省双创计划、南京大学启动基金、青年973等的资助。
魏辉教授最近被选为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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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学研究所程建春课题组在声学涡旋场
的研究方面取得进展

※物理学院

最近，南京大学物理学院声学研究所程建春课题组
在声学涡旋场的研究方面取得进展, 最新工作于2016年5
月 16 日 作 为 封 面 文 章（Featured Article）在 Appl.
Phys. Lett. 发 表 [Appl. Phys. Lett. 108, 203501
(2016)]（图1）。论文第一作者为博士生江雪，共同通
信作者是梁彬教授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仇成伟。该工作提
出了“宽带稳定的声涡旋场发射器”（Broadband and
stable acoustic vortex emitter）的设计思想，首次设
计出一种宽频带、拓扑数稳定的声涡旋场发射器，并成
功地在实验上实现该项设计。
对携带轨道角动量、具有螺旋相位分布的声涡旋场
的研究，是相关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然而，已有研究中，声涡旋场发射器主要基于利用
大量的换能器构成声学阵列、或利用厚度呈螺旋分布的结构。通过繁杂的电路独立控制每
个单元的相位延迟，将带来巨大的成本和复杂的操作过程，而单元固有的几何尺寸也限制
其在高频范围的应用。利用螺旋分布厚度的原理仅能设计对单一频率有效的涡旋场发射
器。同时，由于螺旋状几何厚度的固有限制，使其不能在入射/出射端同时具有平面形状。
而平面状、小体积的特点在实际中具有重要价值。此外，已有研究中产生的声涡旋场，仅
能够在很短的传播距离内保持拓扑数稳定。
为解决传统设计中的难题，课题组采用了一种全新的物理机制，巧妙地利用结构对声
波的衍射作用，设计一种由亚波长螺旋裂缝耦合形成的平面型声涡旋场发射器，并首次在
理论和实验中在宽频范围内产生拓扑数稳定的声涡旋场。该声涡旋场发射器的设计具有很
大的灵活性，能够通过调整螺旋形裂缝的数目控制涡旋场的拓扑数。此外，该涡旋场发射
器的材料选择广泛，结构简单，极大降低了设计与制备的难度，为在宽频范围内产生拓扑
数稳定的声涡旋场提供了崭新的设计可能性，不仅对声涡旋场的研究领域有着重要科学意
义，更将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图2为具有不同拓扑数的声涡旋场发射器的原理示意图，以及所产生的涡旋场的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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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强分布图。图3为不同频率及不同传播距离上涡旋场相位分布的实验、仿真结果对比
图，显示该设计能够在宽频带、长距离内产生拓扑数稳定的声涡旋场，且其拓扑数可灵活

RESEARCHES

控制。
该项工作得到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等重大科研项目的支持。

图2不同拓扑数的声涡旋场发射器原理示意图（第一行）、声场相位
分布图（第二行）及声强分布图（第三行）。

图3 不同频率及不同传播距离上声涡旋场相位分布的实验、仿真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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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科院在灶神星陨石高压矿物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最近，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张爱铖教授和王汝成教授团队在灶神星陨石高压矿物研究
方面取得新进展，相关研究成果近期以“High-pressure minerals in eucrite suggest a
small source crater on Vesta”为题发表于 Scientific Reports (6:26063; DOI: 10.1038/
srep26063)。博士研究生庞润连为第一作者，张爱铖教授为通讯作者。该研究成果得到
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重点实验室自主研究课题和中央高校基础科研业务费
的资助。
天体撞击是太阳系中最重要最广泛的过程之一，弄清不同天体撞击强度与时空分布可
以为构建太阳系天体的动力学演化理论提供重要制约参数。陨石中的高压矿物几乎都是天
体撞击的产物，它们主要发现于普通球粒陨石、火星陨石和月球陨石。这与这些陨石母体
表面存在大量撞击坑一致。令人费解的是，在近1700块灶神星陨石中却极少有高压矿物
报道，只有日本学者于2014年在一块灶神星陨石发现了二氧化硅的高压相（柯石英和斯
石英）。这样的发现频率与灶神星表面存在大大小小的撞击坑极为不符。曾有学者用小行
星带的平均撞击速度较低来解释这个矛盾，同时也有学者认为灶神星陨石主要来自灶神星
南极的超大撞击盆地。
为了探索这个未解之谜，博士研究生庞润连在导师张爱铖教授的指导下对一系列灶神
星陨石开展了大量的扫描电镜观察，拉曼探针和背散射电子衍射结构研究。在含有冲击熔
融特征的灶神星陨石中，他们不仅观察到柯石英和斯石英可以在灶神星陨石中普遍存在，
证实了前人的发现，还观察到其他三种高压矿物相（富含阳离子缺位的单斜辉石，镁铁榴
石，钙长石成分单斜辉石结构高压相）的存在。其中钙长石成分单斜辉石结构的高压相只
在火星陨石中有报道。该观察结果表明灶神星陨石中的高压矿物并不是前人认为的那么罕
见。结合前人高压实验结果，他们限定了灶神星陨石中的这些高压矿物形成于大约10

38

科技信息|2016年第5期|总第227期

科 学 研 究
RESEARCHES

图1、由高压矿物组成的复杂冲击熔融脉

图2、不同撞击体产生10 GPa压力对应的瞬态撞击坑直径下限
GPa和2000 oC的温压条件。通过计算模拟，他们进一步提出直径为3 km的小撞击坑就足
以形成如此高强度的高压矿物相。根据黎明号探测揭示的灶神星表面撞击坑直径分布，文
章提出如果对更多的灶神星陨石进行观察应该存在更多的高压相，为深入对灶神星撞击历
史的研究提供了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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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志教授课题组在地幔分子氢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RESEARCHES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水是地球区别于太阳系其它行星的重要标志，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地球上水的起
源以及深部地球中水的赋存形式和含量，是地球科学近十几年来的前沿领域和热门方向。地
球内部主要是由各种矿物构成的，学术界当前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地球深部的水主要以OH等点
缺陷形式赋存在矿物的晶体结构中（非自由态水或结构水），并在地球长达40多亿年的漫长
演化过程中与地表大气圈-水圈-生物圈等层圈间的水（自由态水或分子水）发生不断的交换和
循环。在这些形式的水中，氢都以+1价态存在，意味着相对氧化的环境。然而，现今地球的
深部（乃至月球和火星等）以及地球（乃至太阳系其它星体）诞生的早期是高度还原的，且
太阳系初期的基元物质是H2和He（即太阳系成因的星云学说）。水如何从最初的氢过渡到当
前地球上的存在形态，在科学认识上缺失了极为重要的一环。
我校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南京大学内生金属矿床成矿机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杨晓志教
授一直致力于氧逸度和深部地球水循环等方面的高温高压实验研究。最近，杨晓志教授课题
组和德国合作者通过高温高压实验首次发现：高度还原氛围下，地幔的主要组成矿物中都可
以溶解一定量的分子氢（H2）；分子氢的赋存与矿物成分和类型无关，因而是以中性分子形
式填充在晶格间隙；分子氢在矿物中的溶解度随压强增加而增大。学术界关于地球上水的起
源问题，一般认为由于日心距离近（位于太阳系雪线以内），其本身是相对无水的，其水相
当程度上来自日心距离远的彗星等。地幔矿物中分子氢的发现，意味着地球（乃至其它星
体）早期增生过程中分子氢可以直接赋存在地幔矿物中，雪线内的星体同样可以含有相当量
分子氢形式的水，从而对之前的学术观点产生了直接冲击，为认识地球上水的起源打开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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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大门。同时，这也颠覆了深部地球中的水以OH为主的学术观点，深部还原型地幔中可
能存在分子氢形式的太阳系早期原生水，且深部地幔中水的储量可能被严重低估。此外，这
还对认识地球核幔之间的氢循环、长期以来地球上水的演化、氧逸度和分子氢引发的地幔熔
融作用和动力学过程、太阳系其它类地星体上的水乃至地球早期的分异等方面有重要启示。
相 关 成 果 以 封 面 文 章”Molecular
《Geochemical

Perspective

hydrogen

in

Letters》(GPL)，全

mantle
文

链

minerals”发 表 于
接

为

http://

www.geochemicalperspectivesletters.org/article1616。该项工作是杨晓志教授课题组近
三年来在地球氧逸度和深部地球水循环方向系列工作的重要成果，相关实验主要使用杨晓志
教授在我校搭建的高温高压设备和分析测定装置以及合作者单位的部分仪器。课题组前几年
相 关 成 果 已 连 续 有 多 篇 论 文 发 表 在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EPSL) 和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GCA)等地学顶尖期刊。
研究得到了科技部973计划、基金委重大项目、基金委面上项目和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
等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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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发布
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


※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
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
创新驱动是发展形势所迫。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主要内容如下。

态，传统发展动力不断减弱，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

必须依靠创新驱动打造发展新引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

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

点，持续提升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开辟我国发展

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这是中央在新的发展阶段确立的

的新空间，实现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产业迈向中高端水

立足全局、面向全球、聚焦关键、带动整体的国家重大发

平“双目标”。

展战略。为加快实施这一战略，特制定本纲要。

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已具备发力加速的基础。经

一、战略背景

过多年努力，科技发展正在进入由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的

创新驱动就是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

跃升期，科研体系日益完备，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科学、

新与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和文

技术、工程、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快速提升。经济转型升

化创新相结合，推动发展方式向依靠持续的知识积累、技

级、民生持续改善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对创新提出了巨大需

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升转变，促进经济向形态更高级、

求。庞大的市场规模、完备的产业体系、多样化的消费需

分工更精细、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

求与互联网时代创新效率的提升相结合，为创新提供了广

创新驱动是国家命运所系。国家力量的核心支撑是科

阔空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有效结合集中力量办

技创新能力。创新强则国运昌，创新弱则国运殆。我国近

大事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

代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是与历次科技革命失之交臂，导致

根本保障。

科技弱、国力弱。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许多产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

真正用好科学技术这个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和有力杠

低端，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发达国家在科学前沿

杆。

和高技术领域仍然占据明显领先优势，我国支撑产业升
创新驱动是世界大势所趋。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产

级、引领未来发展的科学技术储备亟待加强。适应创新驱

业变革和军事变革加速演进，科学探索从微观到宇观各个

动的体制机制亟待建立健全，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创新体

尺度上向纵深拓展，以智能、绿色、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

系整体效能不高，经济发展尚未真正转到依靠创新的轨

技术革命将引发国际产业分工重大调整，颠覆性技术不断

道。科技人才队伍大而不强，领军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缺

涌现，正在重塑世界竞争格局、改变国家力量对比，创新

乏，创新型企业家群体亟需发展壮大。激励创新的市场环

驱动成为许多国家谋求竞争优势的核心战略。我国既面临

境和社会氛围仍需进一步培育和优化。

赶超跨越的难得历史机遇，也面临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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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有力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

终坚持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让创新成

实现。
——创新型经济格局初步形成。若干重点产业进入全

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发展新路径，为我国未

球价值链中高端，成长起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企

来十几年乃至更长时间创造一个新的增长周期。

业和产业集群。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60%以上，知识密

二、战略要求
（一）指导思想

集型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
——自主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形成面向未来发展、迎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

接科技革命、促进产业变革的创新布局，突破制约经济社

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四

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一系列重大瓶颈问题，初步扭转关键

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在若干战略必争领域

解放思想、开放包容，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国家的优先战

形成独特优势，为国家繁荣发展提供战略储备、拓展战略

略，以科技创新为核心带动全面创新，以体制机制改革激

空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

发创新活力，以高效率的创新体系支撑高水平的创新型国

比重达到2.5%。

家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根本转换，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动力。
（二）基本原则

——创新体系协同高效。科技与经济融合更加顺畅，
创新主体充满活力，创新链条有机衔接，创新治理更加科
学，创新效率大幅提高。

紧扣发展。坚持问题导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

——创新环境更加优化。激励创新的政策法规更加健

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明确我国创新发展

全，知识产权保护更加严格，形成崇尚创新创业、勇于创

的主攻方向，在关键领域尽快实现突破，力争形成更多竞

新创业、激励创新创业的价值导向和文化氛围。

争优势。
深化改革。坚持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领域改革同
步发力，强化科技与经济对接，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
律和科技创新规律，破除一切制约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
藩篱，构建支撑创新驱动发展的良好环境。
强化激励。坚持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落实以人
为本，尊重创新创造的价值，激发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加快汇聚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
新型人才队伍。

第二步，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发展驱动力
实现根本转换，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大幅提
升，为建成经济强国和共同富裕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主要产业进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不断创造新技
术和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新需求和新市场，实现更
可持续的发展、更高质量的就业、更高水平的收入、更高
品质的生活。
——总体上扭转科技创新以跟踪为主的局面。在若干
战略领域由并行走向领跑，形成引领全球学术发展的中国

扩大开放。坚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最大限

学派，产出对世界科技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有重要影响的

度用好全球创新资源，全面提升我国在全球创新格局中的

原创成果。攻克制约国防科技的主要瓶颈问题。研究与试

位势，力争成为若干重要领域的引领者和重要规则制定的

验 发 展（R&D）经 费 支 出 占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比 重 达 到

参与者。

2.8%。

（三）战略目标
分三步走：
第一步，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基本建成中

——国家创新体系更加完备。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
合、相互促进。
——创新文化氛围浓厚，法治保障有力，全社会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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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意志和全社会的共同行动，走出一条从人才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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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阶段，必须始

南京大学科学技术处

Science & Technology office of Nanj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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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活力竞相迸发、创新源泉不断涌流的生动局面。
第三步，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
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为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POLICIES & REVIEWS

梦提供强大支撑。
——科技和人才成为国力强盛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创
新成为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的核心因素。

策体系、保护创新的法律制度，构建鼓励创新的社会环
境，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六大转变就是发展方式从以规模扩张为主导的粗放式
增长向以质量效益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转变；发展要素从
传统要素主导发展向创新要素主导发展转变；产业分工从
价值链中低端向价值链中高端转变；创新能力从“跟踪、

——劳动生产率、社会生产力提高主要依靠科技进步

并 行、领 跑”并 存、“跟 踪”为 主 向“并 行”、“领 跑”为 主 转

和全面创新，经济发展质量高、能源资源消耗低、产业核

变；资源配置从以研发环节为主向产业链、创新链、资金

心竞争力强。国防科技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链统筹配置转变；创新群体从以科技人员的小众为主向小

——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和创

众与大众创新创业互动转变。

新型企业，涌现出一批重大原创性科学成果和国际顶尖水

四、战略任务

平的科学大师，成为全球高端人才创新创业的重要聚集

紧紧围绕经济竞争力提升的核心关键、社会发展的紧

地。

迫需求、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采取差异化策略和非对称
——创新的制度环境、市场环境和文化环境更加优

路径，强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任务部署。

化，尊重知识、崇尚创新、保护产权、包容多元成为全社

（一）推动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创造发展新优势

会的共同理念和价值导向。

加快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把数字化、网络化、

三、战略部署

智能化、绿色化作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技术基点，推进各

实现创新驱动是一个系统性的变革，要按照“坚持双

领域新兴技术跨界创新，构建结构合理、先进管用、开放

轮驱动、构建一个体系、推动六大转变”进行布局，构建

兼容、自主可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技术体系，

新的发展动力系统。

以技术的群体性突破支撑引领新兴产业集群发展，推进产

双轮驱动就是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两个轮子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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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构建统筹配置创新资源的机制；完善激励创新的政

业质量升级。

协调、持续发力。抓创新首先要抓科技创新，补短板首先

1．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

要补科技创新的短板。科学发现对技术进步有决定性的引

信息化基础。加强类人智能、自然交互与虚拟现实、微电

领作用，技术进步有力推动发现科学规律。要明确支撑发

子与光电子等技术研究，推动宽带移动互联网、云计算、

展的方向和重点，加强科学探索和技术攻关，形成持续创

物联网、大数据、高性能计算、移动智能终端等技术研发

新的系统能力。体制机制创新要调整一切不适应创新驱动

和综合应用，加大集成电路、工业控制等自主软硬件产品

发展的生产关系，统筹推进科技、经济和政府治理等三方

和网络安全技术攻关和推广力度，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

面体制机制改革，最大限度释放创新活力。

维护国家网络安全提供保障。

一个体系就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要建设各类创新主

2．发展智能绿色制造技术，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高

体协同互动和创新要素顺畅流动、高效配置的生态系统，

端攀升。重塑制造业的技术体系、生产模式、产业形态和

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实践载体、制度安排和环境保障。明

价值链，推动制造业由大到强转变。发展智能制造装备等

确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社会组织等各类创新主体功能

技术，加快网络化制造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等在制造业

定位，构建开放高效的创新网络，建设军民融合的国防科

中的深度应用，推动制造业向自动化、智能化、服务化转

技协同创新平台；改进创新治理，进一步明确政府和市场

变。对传统制造业全面进行绿色改造，由粗放型制造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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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基础材料、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基础软件等共性

用、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等技术体系。完善环境技术管

关键技术水平。发展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核电、高铁、

理体系，加强水、大气和土壤污染防治及危险废物处理处

海洋工程装备和高技术船舶、特高压输变电等高端装备和

置、环境检测与环境应急技术研发应用，提高环境承载能

产品。

力。

3．发展生态绿色高效安全的现代农业技术，确保粮

6．发展海洋和空间先进适用技术，培育海洋经济和

食安全、食品安全。以实现种业自主为核心，转变农业发

空间经济。开发海洋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适用技术，加快

展方式，突破人多地少水缺的瓶颈约束，走产出高效、产

发展海洋工程装备，构建立体同步的海洋观测体系，推进

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系统

我国海洋战略实施和蓝色经济发展。大力提升空间进入、

加强动植物育种和高端农业装备研发，大面积推广粮食丰

利用的技术能力，完善空间基础设施，推进卫星遥感、卫

产、中低产田改造等技术，深入开展节水农业、循环农

星通信、导航和位置服务等技术开发应用，完善卫星应用

业、有机农业和生物肥料等技术研发，开发标准化、规模

创新链和产业链。

化的现代养殖技术，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和可持续发展。推

7．发展智慧城市和数字社会技术，推动以人为本的

广农业面源污染和重金属污染防治的低成本技术和模式，

新型城镇化。依靠新技术和管理创新支撑新型城镇化、现

发展全产业链食品安全保障技术、质量安全控制技术和安

代城市发展和公共服务，创新社会治理方法和手段，加快

全溯源技术，建设安全环境、清洁生产、生态储运全覆盖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化进程，推进平安中国建设。发展

的食品安全技术体系。推动农业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实现

交通、电力、通信、地下管网等市政基础设施的标准化、

向全链条增值和品牌化发展转型。

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推动绿色建筑、智慧城市、生态城

4．发展安全清洁高效的现代能源技术，推动能源生
产和消费革命。以优化能源结构、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为重

市等领域关键技术大规模应用。加强重大灾害、公共安全
等应急避险领域重大技术和产品攻关。

点，推动能源应用向清洁、低碳转型。突破煤炭石油天然

8．发展先进有效、安全便捷的健康技术，应对重大

气等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技术瓶颈，开发深海深地等

疾病和人口老龄化挑战。促进生命科学、中西医药、生物

复杂条件下的油气矿产资源勘探开采技术，开展页岩气等

工程等多领域技术融合，提升重大疾病防控、公共卫生、

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综合技术示范。加快核能、太阳能、

生殖健康等技术保障能力。研发创新药物、新型疫苗、先

风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技术开发、装备研制

进医疗装备和生物治疗技术。推进中华传统医药现代化。

及大规模应用，攻克大规模供需互动、储能和并网关键技

促进组学和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发展精准医学，研发遗

术。推广节能新技术和节能新产品，加快钢铁、石化、建

传基因和慢性病易感基因筛查技术，提高心脑血管疾病、

材、有色金属等高耗能行业的节能技术改造，推动新能源

恶性肿瘤、慢性呼吸性疾病、糖尿病等重大疾病的诊疗技

汽车、智能电网等技术的研发应用。

术水平。开发数字化医疗、远程医疗技术，推进预防、医

5．发展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环保技术，建设资源节

疗、康复、保健、养老等社会服务网络化、定制化，发展

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采用系统化的技术方案和产业化

一体化健康服务新模式，显著提高人口健康保障能力，有

路径，发展污染治理和资源循环利用的技术与产业。建立

力支撑健康中国建设。

大气重污染天气预警分析技术体系，发展高精度监控预测

9．发展支撑商业模式创新的现代服务技术，驱动经

技术。建立现代水资源综合利用体系，开展地球深部矿产

济形态高级化。以新一代信息和网络技术为支撑，积极发

资源勘探开发与综合利用，发展绿色再制造和资源循环利

展现代服务业技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电子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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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产业，建立城镇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再生资源回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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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型制造转变。加强产业技术基础能力和试验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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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物流、互联网金融、网络教育等新兴服务业，促进技

建设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突出学科交叉和协同创新的国家

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融合。加快推进工业设计、文化创

实验室。加快建设大型共用实验装置、数据资源、生物资

意和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提升我国重点产业的创新设计能

源、知识和专利信息服务等科技基础条件平台。研发高端

力。

科研仪器设备，提高科研装备自给水平。建设超算中心和

POLICIES & REVIEWS

10．发展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不断催生新产
业、创造新就业。高度关注可能引起现有投资、人才、技

息网络支撑体系。

术、产业、规则“归零”的颠覆性技术，前瞻布局新兴产业

（三）优化区域创新布局，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

前沿技术研发，力争实现“弯道超车”。开发移动互联技

聚焦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以创新要素的集聚与流动促

术、量子信息技术、空天技术，推动增材制造装备、智能

进产业合理分工，推动区域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整体提升。

机器人、无人驾驶汽车等发展，重视基因组、干细胞、合

1．构建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发展格局。东部地区注

成生物、再生医学等技术对生命科学、生物育种、工业生

重提高原始创新和集成创新能力，全面加快向创新驱动发

物领域的深刻影响，开发氢能、燃料电池等新一代能源技

展转型，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和区域经济。中

术，发挥纳米、石墨烯等技术对新材料产业发展的引领作

西部地区走差异化和跨越式发展道路，柔性汇聚创新资

用。

源，加快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和应用，在重点领域实现创新
（二）强化原始创新，增强源头供给

牵引，培育壮大区域特色经济和新兴产业。

坚持国家战略需求和科学探索目标相结合，加强对关

2．跨区域整合创新资源。构建跨区域创新网络，推

系全局的科学问题研究部署，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我

动区域间共同设计创新议题、互联互通创新要素、联合组

国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品产业创新的整体水平，支撑

织技术攻关。提升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区域科

产业变革和保障国家安全。

技创新能力，打造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统筹和引领区域

1．加强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基础前沿和高技术研
究。围绕涉及长远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卡脖子”问题，加强

一体化发展。推动北京、上海等优势地区建成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基 础 研 究前 瞻布 局，加 大 对空 间、海 洋、网 络、核、材

3．打造区域创新示范引领高地。优化国家自主创新

料、能源、信息、生命等领域重大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

示范区布局，推进国家高新区按照发展高科技、培育新产

攻关力度，实现关键核心技术安全、自主、可控。明确阶

业的方向转型升级，开展区域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建设创

段性目标，集成跨学科、跨领域的优势力量，加快重点突

新型省份和创新型城市，培育新兴产业发展增长极，增强

破，为产业技术进步积累原创资源。

创新发展的辐射带动功能。

2．大力支持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面向科学前沿加

（四）深化军民融合，促进创新互动

强原始创新，力争在更多领域引领世界科学研究方向，提

按照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总体要求，发挥国防科技创新

升我国对人类科学探索的贡献。围绕支撑重大技术突破，

重要作用，加快建立健全军民融合的创新体系，形成全要

推进变革性研究，在新思想、新发现、新知识、新原理、

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科技深度融合发展新格局。

新方法上积极进取，强化源头储备。促进学科均衡协调发

1．健全宏观统筹机制。遵循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

展，加强学科交叉与融合，重视支持一批非共识项目，培

规律，构建统一领导、需求对接、资源共享的军民融合管

育新兴学科和特色学科。

理体制，统筹协调军民科技战略规划、方针政策、资源条

3．建设一批支撑高水平创新的基础设施和平台。适
应大科学时代创新活动的特点，针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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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平台等数字化基础设施，形成基于大数据的先进信

件、成果应用，推动军民科技协调发展、平衡发展、兼容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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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界一流行列或前列。

形成机制，从基础研究到关键技术研发、集成应用等创新

3．建设世界一流科研院所。明晰科研院所功能定

链一体化设计，构建军民共用技术项目联合论证和实施模

位，增强在基础前沿和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中的骨干引

式，建立产学研相结合的军民科技创新体系。

领作用。健全现代科研院所制度，形成符合创新规律、体
现领域特色、实施分类管理的法人治理结构。围绕国家重

技术一体化、基础原材料和零部件通用化。推进海洋、太

大任务，有效整合优势科研资源，建设综合性、高水平的

空、网络等新型领域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开展军民通用标

国际化科技创新基地，在若干优势领域形成一批具有鲜明

准制定和整合，推动军民标准双向转化，促进军民标准体

特色的世界级科学研究中心。

系融合。统筹军民共用重大科研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推
动双向开放、信息交互、资源共享。
4．促进军民技术双向转移转化。推动先进民用技术
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健全国防知识产权制度、完善国防知

4．发展面向市场的新型研发机构。围绕区域性、行
业性重大技术需求，实行多元化投资、多样化模式、市场
化运作，发展多种形式的先进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
孵化机构。

识产权归属与利益分配机制，积极引导国防科技成果加速

5．构建专业化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发展研发设计、

向民用领域转化应用。放宽国防科技领域市场准入，扩大

中试熟化、创业孵化、检验检测认证、知识产权等各类科

军品研发和服务市场的开放竞争，引导优势民营企业进入

技服务。完善全国技术交易市场体系，发展规范化、专业

军品科研生产和维修领域。完善军民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

化、市场化、网络化的技术和知识产权交易平台。科研院

口管制机制。

所和高校建立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和职业化技术转移人才

（五）壮大创新主体，引领创新发展

队伍，畅通技术转移通道。

明确各类创新主体在创新链不同环节的功能定位，激

（六）实施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实现重点跨越

发主体活力，系统提升各类主体创新能力，夯实创新发展
的基础。

在关系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的重点领域，部署一批重
大科技项目和工程。

1．培育世界一流创新型企业。鼓励行业领军企业构

面向2020年，继续加快实施已部署的国家科技重大专

建高水平研发机构，形成完善的研发组织体系，集聚高端

项，聚焦目标、突出重点，攻克高端通用芯片、高档数控

创新人才。引导领军企业联合中小企业和科研单位系统布

机床、集成电路装备、宽带移动通信、油气田、核电站、

局创新链，提供产业技术创新整体解决方案。培育一批核

水污染治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新药创制、传染病防治

心技术能力突出、集成创新能力强、引领重要产业发展的

等方面的关键核心技术，形成若干战略性技术和战略性产

创新型企业，力争有一批企业进入全球百强创新型企业。

品，培育新兴产业。

2．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加快中国特色现

面向2030年，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尽快启动航空发

代大学制度建设，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学校办

动机及燃气轮机重大项目，在量子通信、信息网络、智能

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引导大学加强基础研

制造和机器人、深空深海探测、重点新材料和新能源、脑

究和追求学术卓越，组建跨学科、综合交叉的科研团队，

科学、健康医疗等领域，充分论证，把准方向，明确重

形成一批优势学科集群和高水平科技创新基地，建立创新

点，再部署一批体现国家战略意图的重大科技项目和工

能力评估基础上的绩效拨款制度，系统提升人才培养、学

程。

科建设、科技研发三位一体创新水平。增强原始创新能力
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推动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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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IES & REVIEWS

3．推进军民科技基础要素融合。推进军民基础共性

科 技 评 论

2．开展军民协同创新。建立军民融合重大科研任务

南京大学科学技术处

Science & Technology office of Nanjing University

科 技 评 论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一个体系双轮驱动三步目标
四项原则五类主体六大转变八项任务十大技术体系

POLICIES & REVIEWS



※新华社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国家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实现创新驱动是一个系统
性的变革,要按照“坚持双轮驱动、构建一个体系、
推动六大转变”进行布局,构建新的发展动力系统。

本建成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有力支撑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第二步，到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发
展驱动力实现根本转换，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国
际竞争力大幅提升，为建成经济强国和共同富裕

一个体系
一个体系就是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各类

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第三步，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

创新主体协同互动和创新要素顺畅流动、高效配

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为我国建成

置的生态系统,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实践载体、制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

度安排和环境保障。明确企业、科研院所、高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支撑。

校、社会组织等各类创新主体功能定位,构建开放
高效的创新网络,建设军民融合的国防科技协同创

四项基本原则

新平台；改进创新治理,进一步明确政府和市场分

紧扣发展。坚持问题导向，面向世界科技前

工,构建统筹配置创新资源的机制；完善激励创新

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

的政策体系、保护创新的法律制度,构建鼓励创新

明确我国创新发展的主攻方向，在关键领域尽快

的社会环境,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实现突破，力争形成更多竞争优势。
深化改革。坚持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领

双轮驱动
双轮驱动就是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两个

域改革同步发力，强化科技与经济对接，遵循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科技创新规律，破除一切

轮子相互协调、持续发力。

制约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构建支撑创新

科技创新：要明确支撑发展的方向和重点,加强科

驱动发展的良好环境。

学探索和技术攻关,形成持续创新的系统能力；
体制机制创新：要调整一切不适应创新驱动发

强化激励。坚持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驱动，
落实以人为本，尊重创新创造的价值，激发各类

展的生产关系,统筹推进科技、经济和政府治理等

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汇聚一支规模宏

三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最大限度释放创新活力。

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
扩大开放。坚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

三步战略目标
第一步，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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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最大限度用好全球创新资源，全面提升我国
在全球创新格局中的位势，力争成为若干重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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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类创新主体

6.

实施重大科技项目和工程,实现重点跨越

7.

建设高水平人才队伍,筑牢创新根基

8.

推动创新创业,激发全社会创造活力

科 技 评 论

域的引领者和重要规则制定的参与者。

POLICIES & REVIEWS

明确各类创新主体在创新链不同环节的功能定
位，激发主体活力，系统提升各类主体创新能力，夯
实创新发展的基础。

十大产业技术体系
1.

1.

培育世界一流创新型企业。

2.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3.

建设世界一流科研院所。

4.

发展面向市场的新型研发机构。

5.

构建专业化技术转移服务体系。

信息化基础；
2.

3.

5.

6.

发展海洋和空间先进适用技术,培育海洋经济和
空间经济；

2.

产业分工从价值链中低端向价值链中高端转变；

3.

创新能力从“跟踪、并行、领跑”并存、“跟踪”为
主向“并行”“领跑”为主转变；

7.

创新群体从以科技人员的小众为主向小众与大众
创新创业互动转变。

发展智慧城市和数字社会技术,推动以人为本的
新型城镇化；

8.

资源配置从以研发环节为主向产业链、创新链、
资金链统筹配置转变；

5.

发展资源高效利用和生态环保技术,建设资源节
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展转变；

4.

发展安全清洁高效的现代能源技术,推动能源生
产和消费革命；

以质量效益为主导的可持续发展转变；
发展要素从传统要素主导发展向创新要素主导发

发展生态绿色高效安全的现代农业技术,确保粮
食安全、食品安全；

六大转变

1.

发展智能绿色制造技术,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高
端攀升；

4.

发展方式从以规模扩张为主导的粗放式增长向

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

发展先进有效、安全便捷的健康技术,应对重大
疾病和人口老龄化挑战；

9.

发展支撑商业模式创新的现代服务技术,驱动经
济形态高级化；

10. 发展引领产业变革的颠覆性技术,不断催生新产
业、创造新就业。

八项战略任务
紧紧围绕经济竞争力提升的核心关键、社会发展
的紧迫需求、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在重点领域和关
键环节的八项战略任务部署。
1.

推动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创造发展新优势

2.

强化原始创新,增强源头供给

3.

优化区域创新布局,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

4.

深化军民融合,促进创新互动

5.

壮大创新主体,引领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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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科学技术处

Science & Technology office of Nanjing University

科 技 评 论

科技部：剩余科研经费可以留在科研单位继续使用
※国际在线



POLICIES & REVIEWS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6年5月18日（星期三）上午

转化本身来讲是针对这一类技术创新为主和一些颠覆性技

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请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

术，特别有可能带来产业拐点的技术。比如像柯达的胶卷

刚，秘书长徐建培介绍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等

变成数码相机，比如说 CRT显像管变成电视机，现在正在

方面情况，并答记者问。

进行的汽车柴油车马上变成电动汽车或者是燃料电池汽车

北京青年报记者:

等等，这些新的技术不仅是转化价值的问题，直接关系到

一是您刚刚也提到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些障碍，我看到

国家在产业方面的先机和高端竞争力的问题。我们鼓励那

有一种声音是这样说的，我们国家的科技成果转化比较

些应用前景、市场化、产品化明确的，并且成熟度要达到

低，可能是跟有一些课题本身就不是为了转化，一些教授

一定程度的，以这些成果为重点。

是为了科研经费或者是获得奖励去做这个课题，导致没有

王志刚:

办法转化，请问您对这个如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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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现在科技体制改革在这

二是关于科研经费。因为我们看到最近科技部其实是

方面也是不断地想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但是这个问题不仅

通报了六起科研经费违规的事件，最近有一个话题在关注

在科技界，在哪方面可能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从科技

科研经费管理的问题，说陷入恶性博弈，一方面是钱花不

界来讲，这件事情反映是比较大的，包括在体制机制方

动，另一方面是乱花钱，请问对科研经费管理有什么具体

面，我们的经费和项目如何匹配，项目和人员如何匹配，

的举措，谢谢。

这些方面原来是多渠道的一些科研计划经费的管理，现在

王志刚:

通过改革形成了一个30个部门左右的部际联席会议，就是

一是关于转化的问题。科研机构、高校科研人员的动

想怎么把项目立准，怎么把人选准，怎么把项目、人、钱

力可能是和他的职称或者其他的奖励有关系，但是对于转

匹配好，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管理，使这种违规违纪甚至违

化方面确实是原来的要求不是太明确，而且转化之后的收

法的事情尽可能少，但是一旦出现，科技部历来的态度是

益和对他工作考评的权重仍然是不够的。这可能是一个原

决不姑息，我们已经公布几起了，如果在这方面是明显的

因。二是设立研究项目的目的不同，比如说基础研究，像

违规、违法、违纪，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引力波，包括生物、材料方面，像粒子物理方面，虽然取

王志刚:

得一些进展，但是还没有到转化程度，未来可能会转化。

二是说到有钱花不出去和乱花这两方面，这两方面我

比如像量子力学用在通信和计算方面，这些都没有得到转

们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些事情，去年发布了国务院11号文件

化。另外，有一些本身属于技术进步方面，或者说有一些

就是关于加强科研经费管理。科研经费管理，过去有一个

新的技术到了转化阶段，这是成果转化重点解决的问题。

发票的问题，大家拿发票报销等等，这个事情确实是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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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经费管理使用方面问题，将采取三项措施：
一是在体制机制方面。我们的经费和项目如何匹配，

位，包括大学和研究所它有相当的自主权。比如用小白鼠

项目和人员如何匹配，这些方面原来是多渠道的一些科研

做实验，一个课题一开始算清楚要用多少个小白鼠做实验

计划经费的管理，现在通过改革形成了一个30个部门左右

是很难算得准的，如果算不准，本来5个够了用了7个不

的部际联席会议，就是想怎么把项目立准，怎么把人选

行。在申请课题的时候，设备仪器是什么型号，结果过几

准，怎么把项目、人、钱匹配好，同时加强事中事后管

年有新的型号，性能更高、指标更高，也可以更便宜，按

理，使这种违规违纪甚至违法的事情尽可能少，但是一旦

照原来的规定是不能调整的，调整会怎么怎么样，但是现

出现，科技部历来的态度是决不姑息，我们已经公布几起

在可以调，但是有一定的程序。任何事情都是双刃剑，有

了，如果在这方面是明显的违规、违法、违纪，该怎么办

激励必有约束，光有自由没有约束，光讲自主不讲大的规

就怎么办。

矩是肯定不行，但在规矩和约束的制定方面怎么样能够符

二是关于有钱花不出的问题。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这

合科研活动的规律，怎么样符合激发科技人员积极性，为

些事情，去年发布了国务院11号文件就是关于加强科研经

什么有个别的科研人员即使那么严格要求还是违规甚至于

费管理。关于科研经费管理，过去有一个发票的问题，大

违法，对这方面在花钱方面是尽可能符合科学研究的一些

家拿发票报销等等。这次解决方式就是这样，在文件里，

规定和它的活动特点，让科研人员和承担科研项目任务的

第一是科研经费的管理和使用让课题组在这个课题经费使

单位有更大的自主权。还有报销发票，到年底这个钱不报

用方面以及单位，包括大学和研究所它有相当的自主权。

销不行，这个课题一结束，剩下的钱给转走了，这次也变

三是关于乱花钱的问题。我们尽可能符合科学研究的

了，这个经费只要用得合理、规范，课题也验收了、合格

一些规定和它的活动特点，让科研人员和承担科研项目任

了，剩余的科研经费可以留在本单位继续从事科研活动，

务的单位有更大的自主权。关于报销发票，到年底这个钱

由你自主支配。这样就不急于赶紧拿着发票和各种东西去

不报销不行，这个课题一结束，剩下的钱给转走了，这次

套现，就不需要这样做了。在这里面要防止个别人套现装

也变了，这个经费只要用得合理、规范，课题也验收了、

口袋，这件事情永远是不对的，钱装在口袋里必定有一定

合格了，剩余的科研经费可以留在本单位继续从事科研活

的规矩和程序，什么样的奖励，你自己私下套取现金装到

动，由你自主支配。这样就不急于赶紧拿着发票和各种东

口袋，任何政策、任何规定都是不允许的。所以这里面我

西去套现，就不需要这样做了。在这里面要防止个别人套

们要强调鼓励、尊重、约束一定要并行。谢谢大家

现装口袋，这件事情永远是不对的，钱装在口袋里必定有

解决科研经费管理使用方面问题的三项措施

一定的规矩和程序，什么样的奖励，你自己私下套取现金

2016年5月18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实施促
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等方面情况新闻发布会。科技部

装到口袋，任何政策、任何规定都是不允许的。所以这里
面我们要强调鼓励、尊重、约束一定要并行。

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解决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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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和使用让课题组在这个课题经费使用方面以及单

科 技 评 论

的。这次解决方式就是这样，在文件里，第一是科研经费

南京大学科学技术处

Science & Technology office of Nanj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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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高校科研“向报销负责”


※凤凰评论
作者：周志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POLICIES & REVIEWS

核心提示：总理都要告诫说，不能让院士们精力浪费在表
格上。

不是向科学研究负责的倾向”。每一个科学研究，都花同一

最近以来，中央不断提出提升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创新

种类型的钱，这本身就是独特性的科研创造的一种嘲讽。

力的问题。总理也在日前刊出的简政放权讲话中指出，要

因为报销制度的限制，科研人员除非套取现金，几乎很难

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砍

将经费合理而全面地用于研究之中。项目经费也只能用于

掉科研管理中的繁文缛节。于是，目前高校管理的机制存

“物”，而不能用于“人”，人的创造性，被无形中抹杀了。只

在束缚创新手脚、妨碍创新力的自然生长的境况，也就变

要经费使用得当，成果的好与坏倒变成了小事情。这种有

成了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项目无创新的现象，已经由来已久。

中国高校科学研究存在人所共知的科研论文产量多、

成果评审“你不得罪我，我不得罪你”

科学创造力地下的矛盾。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

成果评审采用匿名制度，本来是为了防范友情评审和

的。总的来看，强调对科研的“管理”，将科学研究看作是

怨怼评审的，但是，却无形中造就了中国科研圈子的“绿灯

一项等同于行政工作性质的活动，是科学研究创造力低下

化机制”。大家都遵守我不得罪你你不得罪我的原则，匿

的根本原因。

名，造就了广泛建立圈子的意识，而并没有建立重视成果

换言之，用管理行政单位的方式来组织和管理科学工

的可信性的机制。于是，在匿名评审时代，匿名者不用为

作，产生了一种方便财务管理和行政管理，而不方便科学

自己的行为负责，被评审者长期注重人际关系的培养，开

研究的现象。从表格的填写到科研课题的申报，甚至科研

会讲学都变成了成果评审的交往方式。互助互帮，成为科

工作的具体实施，都会首先便于管理者掌控，然后才是科

研圈子的潜规则。

研者自主。这必然会造成科学创新力的客观阻碍和科研人

项目评审追逐热点

员的创新热情低下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科研项目变成“向财务负责”

52

在科学研究中，项目经费的使用出现了“向财务负责而

项目评审机制采用了固定的“召集人”和“学科组”的制
度。评审过程不是根据科研选题的特点进行，而是根据评

科研项目申请成为目前高校科学研究的主要资助方

审专家的名望和大学科方向组织。这就出现了科学研究项

式。而僵化的申请模式，造就了“申请大于研究”的现象。

目选题的“热、空、大”的现象。热点选题、空泛一点的选

目前，我们国家采取的是科研项目个人负责制。一个项

题和大一点的选题，得到资助的机会比较多；较多学者可

目，必须通过先期的预算和预计成果来获得资助。且不说

以理解的选题得到资助机会较多。

在没有进行研究之前，“预期成果”云云只能是一种自说自

事实上，越是前沿性的科学研究，往往所知者甚少，

话的猜测，仅仅繁琐的科研项目申请表单，就是一项值得

同行评价能力越低。不妨做一个极端的想象：爱因斯坦如

设立专门课题进行研究的现象。在高校教师中，“善于填

果在中国申请相对论项目研究，恐怕只能败北，因为该选

表”变成了一种能力，有的教师科研水平有限，成果重复，

题能读懂的人极少，无法评价，就自然被“评审专家”作为

但是，却可以反复得到资助；同类型课题多次被不同项目

缺乏逻辑根据的东西进行否决。

资助；其最终研究成果价值的考量却被忽视。

科研劳动变成了义务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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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问题就是技术性薪酬的缺失。很多中国高校早已经执行

力，这在战争活动中是行之有效的。但是，科学研究的长

了“绩效工资”制度。但是，绩效工资“购买”的并不是技术性

期性、养育性和基础性，责备这种模式损害了。且不说拔

劳动，而是一般性劳动。即，这部分工资，同时支付给一

尖人才不拔尖，很多科学家在为数不多的称号面前失去了

个高校专职、兼职行政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只是采取

机会，也就立刻失去了科研动力。欧美高校，学者平等，

了不同的考核方式。这意味着，中国高校中，专业技术人

不比称号，只看水平，这种良性的科研评价机制，是我们

员的技术性劳动与非技术人员的普通劳动的整体比重是一

需要的。

致的。如果一个专业人员改行做了专职行政，其专业技术
劳动的缺失，也就没有付出任何资本代价。

显然，“教授在报销人员面前像个孙子”，这本身就是
一件反讽的事情。一个行政管理人员，本应该是服务于科

这无形中意味着，高校中有没有技术职能只能体现在

学研究的，却因为高校存在的“领导式管理”的思想意识，

身份和价值感方面，就其劳动性质而言是一样的——这乃

造成了管人的比管事、管理的比科研的高一等的现象。各

是传统政治经济学计算出来的一种有趣的等式。

种繁琐的表格、重复审查的报销和预算、无穷无尽的评

与之相应，高校通过科研项目申请机制来“补偿”专业

审，一方面加剧了行政人员的劳动，让他们觉得高校离了

技术人员的技术劳动。但是，科学研究项目的评审因为依

自己不行，另一方面，浪费了科研工作者的经历，连总理

托学术权力机制来执行，最终又反过来强化了高校行政化

都要告诫说，不能让院士们精力浪费在表格上。

的趋势，并通过少到可怜的项目分配方式，扶植个别项目
的同时，暗中“缩水”了大部分学者的技术劳动价值。

事实上，领导式管理的真正恶果不仅仅在于经历的浪
费，更在于造成了教师和管理人员之间的潜在怨气和对

第二，这种技术劳动薪酬的缺失，造成的直接后果就

立。只要叹气高校的科研管理，我就会听到教授们对报销

是或明或暗的“专业遗弃”现象。这不仅仅指的是许多高校

制度、行政人员的怨气。而在美国各个大学，教授们几乎

学者喜欢学术和权力共得，更指的是专业技术劳动形态的

很少直接面对这些奇怪而复杂的事情，专心致志教学和研

褪变掉色。在高校中，为迎合市场、项目申请等等要求不

究。

断进行研究转向的现象并不鲜见。

总之目前高校科研创新面临技术性和制度性困境。我

在没有技术薪酬的前提下，要求一个高校教师拿到的

认为，应该采取以下措施，改变这种现象：

只是学校行政部门普通职员的薪金，等同于一般企业职工

1. 需要采取科学研究成果“目标管理”模式。

的收入，却要承担压力大、周期长、见效慢的科研工作—

2. 科研评审采取评审人匿名制和评审意见公开化相结合的

—有的工作关系到民族、国家和民生的关键利益，这本身

方式。

就预存了“专业遗弃”的可能性。技术性劳动价值的缩水，

3. 将科研项目经费一部分转化为科研工资，补贴一定级别

使得学术造假变成了低成本、代价小而获益大的低险行

的科研人员的前期劳动，而项目申请采取后期资助为主的

为。要么因为抄袭而开除公职，要么只能警告了事——薪

方式。

酬的劳动管理职能无法体现。

4. 取消绝大部分称号。

拔尖人才在称号前失去机会

5. 建立科研人员行政服务数据库，简化科研管理。

“称号”是中国科学研究领域的一种特殊现象。国家拔
尖人才、长江学者、百千万、突出贡献人才……这种采用
称号来管理科学研究队伍的思路，还停留在战争年代“任务
式”、“动 员 式”思 维 中，仿 佛 科 学 研 究 就 是 攻 占 阵 地“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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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科学家就是待命冲锋的战士。模范激励队伍的战斗

科 技 评 论

第一，过度行政化趋势下的高校，薪酬分配出现的核

南京大学科学技术处

Science & Technology office of Nanjing University

国 际 热 点

《Nature》本月亮点

FOCUS



※Natureasia.com

不成功的化学反应方法所具有的价值
Nature 533 (2016年5月5日)
很多化学反应从未进入过期刊文章的“方法”部分，因为它们被认为是 “不成功的”。然而，这种
反应仍能为产物形成所需反应条件的界线提供有价值的信息。Alexander Norquist及同事从实
验室笔记本中抽出了一组这种 “暗反应” (特别是有关模板化的亚硒酸钒之形成的这种反应)，通
过化学信息和性能丰富了这方面的数据。然后，他们采用用这个暗反应数据集训练过的一个机
器学习算法来预测反应结果。该算法能够以比人类直觉更大的准确度来预测一个反应是会成功
还是失败。这项研究既显示了不成功合成反应方法的广泛传播所具有的价值，也显示了利用机
器学习来以比传统手段更快的速度得到潜在合成路径的可能性。封面: Nik Spencer/Nature
Letter doi: 10.1038/nature17439

核时钟时代将到来?
Nature 533 (2016年5月5日)
原子钟(根据原子跃迁测定时间)的准确性是GPS导航和射电天文学等多种不同系统之功能的核
心。理论上，基于核跃迁之光激发的核时钟在稳定性和紧凑性上可以比原子钟更好。然而，激
发能(excitation energy)低到足以使这种应用成为可能的惟一核状态是钍-229的第一激发态。
但这在整个核领域都可以说是最奇异的跃迁，并且已被证明极难检测。以前只可能获得某种间
接证据。在这项研究中，基于 “低能微通道板检测”，Lars von der Wense及同事实现了对钍229核时钟跃迁的直接检测，为跃迁能施加了新的极限，测出了该状态的半衰期。除了朝实现
核时钟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外，这些结果还表明，基于这一跃迁的核量子光学系统和核激光器可
能也是有可行性的。
Article doi: 10.1038/nature17669
News & Views doi: 10.1038/533044a

抗生素抗性基因的分布和扩散图
Nature 533 (2016年5月12日)
本期封面所示为秘鲁首都利马位于城乡接合部的一个贫穷棚户区，名叫 “Pampas de San
Juan de Miraflores”。绘制抗生素抗性基因的分布和扩散图是公共卫生方面的一项优先任务。
Gautam Dantas及同事定性了来自拉丁美洲两个低收入社区的细菌群落结构和抗性基因交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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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利马西南大约15公里的沙丘地带的一个棚户区。通过对数百个相互联系的人类粪便和环境样本

生境的“抗性组” (resistome)的结构一般是由细菌系统发育 (bacterial phylogeny)沿生态梯度决定
的，但关键抗性基因能穿过这些边界。他们还对粪便管理方式在防止抗性基因扩散中所起作用进
行了评估。综合起来，这项工作为对抗生素抗性基因在各种不同环境中的传播进行定量风险评估
和监测奠定了基础。封面: Sebastian Castañeda/Anadolu Agency/Getty Images
Article doi: 10.1038/nature17672

一种新的极性金属：从理论到合成
Nature 533 (2016年5月5日)
定性铁电性材料等的有序电偶极子通常并不会被与一种金属联系起来。的确，造成金属行为的自
由载流子一般会消除极性排序，以实现 “零净内电场”的一种平衡态 (高斯定理)。但金属中一种极
性状态的可能存在并没有被根本排除，一些罕见的例子的确存在。Tae Heon Kim及同事现在采用
从头计算法来识别这样一种奇异状态也许会被稳定的结构条件，然后用这一信息来指导新型室温
极性材料的实验实现。
Letter doi: 10.1038/nature17628
News & Views doi: 10.1038/nature17890

干细胞的CRISPR/Cas9 编辑
Nature 533 (2016年5月5日)
Marc Tessier-Lavigne及同事建立了一个基于CRISPR/Cas9的基因组编辑方法，该方法允许以高
效率和高准确度引入单等位基因和双等位基因序列变化。作者通过在淀粉样前体蛋白和早老素中
有杂合和纯合显性突变 (这些突变已被发现与早发性阿尔茨海默氏症有关)的人诱导多能干细胞(iPS
细胞)的生成演示了这些方法的应用。
Letter doi: 10.1038/nature17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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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功能基因组学研究和全元基因组测序(whole-metagenome sequencing)，作者发现，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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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本月要闻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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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体内能促进HIV免疫反应的抗体
两项新的研究揭示，给予一种能与HIV结合

该抗体不仅能阻断对新细胞的感染，而且也能加

的强效广谱中和抗体可在人体内激发强效免疫反

快对感染细胞的清除。该团队首先注意到了鉴于

应，它甚至能加快清除被感染的细胞。首先，Till

其半衰期的3BNC117的预期丰度与在人体中随着

Schoofs等人分析了一个临床试验的结果，在该

时间推移的实际丰度间的差别，暗示某些抗体可

试验中，15名感染HIV患者得到了一种广谱中和

能是以感染HIV的细胞为标靶，而非只是针对循环

抗体（bNAb）的单次注射，这些人几乎都经历

中的病毒颗粒。小鼠中的试验证实，3BNC117可

了病毒载量的短暂减少。在6个月的过程中，对照

加快体内感染HIV-1细胞的清除，在从病人体内分

组中的抗体中和活性没有显示在广度和效力上的

离出的T细胞中也观察到了这种清除。接着，Lu等

持续改善。相反，在15名HIV阳性者中，除一人

人发现，如果它们的Fcγ受体发生变异或被阻断，

外的其他所有输注bNAb 3BNC117者都在24周时

3BNC117就不能有效地清除感染细胞，表明这种

显示了抗病毒的广度和/或功效，其功效范围的排

受体是一个3BNC117-介导的清除感染HIV细胞的

布为从弱小至显著。值得注意的是，该病毒在24

关 键 机 制。总 的 来 说，这 些 研 究 表 明，bNAb

周时似乎对3BNC117产生了抵抗力，然而免疫球

3BNC117可能是HIV的一种可行的治疗标靶。

蛋白G（IgG，这是人体中的一种关键性蛋白，它

Article #23: "HIV-1 Therapy with Monoclonal

能特异性地识别特定抗原并与其结合）则被发现

Antibody 3BNC117 Elicits Host Immune Re-

在 注 射 3BNC117 的 24 周后对 3BNC117- 敏 感 及

sponses against HIV-1,"

3BNC117阻抗的HIV病毒株都能有较强的总体反

Article #24: "Enhanced clearance of HIV-1-

应。尽管3BNC117清楚地增进了宿主对HIV的免

infected cells by anti-HIV-1 broadly neutral-

疫反应，但其原因仍不清晰。

izing antibodies in vivo,"

Ching-Lan Lu等人对3BNC117的分析揭示，

>>中度规模洪水对河川的塑形

对美国河流的一项评估提示，尽管在洪水规模 于这一数据收集，他们确立了沉积物位移的关键阈
大小和其侵蚀力之间有关系，但这种作用在中等规 值。接着，该团队用这一基线来分析全美国186条
模洪水中最为明显。了解气候对河流的几何形状及 粗粒沉积物河流的河道几何形状及河川流量记录。
侵蚀率是重建地貌地质史所必需的，它对预测河流 他们的分析揭示，河道塑形确实会随着洪水规模增
对由人类加快的气候变化所做的反应也是必需的。 加而增加，但这种作用在中等规模洪水中最为明
目前，虽然通过模型的预测发现，气候应对设定侵 显。这些结果或能解释在整个长期的气候变迁中的
蚀率起着根本的作用，但是，科学家还没有在基岩 河 流 的 长 期 稳 定 性。Article

#11:

"Self-

侵蚀的研究中证实其强相关性的存在。为了更多地 organization of river channels as a critical filter
了解这种关系，Colin Phillips和Douglas Jerol- on climate signals,"
mack首先对波多黎各东北部的Mameyes河中的鹅
卵石移位进行了监测，这里经常会有骤发洪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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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基因形成重组。它会令这些基因丧失其功能，

CRISPR来快速确认基因变体的技术。这一发现能

从而为这些基因所起的关键作用提供重要线索。

显著改善绘制基因并确定其功能的工作。一直以

然而，有丝分裂重组是一种罕有事件。Meru

来，发现基因变体一直局限于自然发生的减数分

Sadhu、Leonid Kruglyak和同事用CRISPR来诱

裂重组率；在减数重组时，一个细胞经过两次分

导有丝分裂重组，令性状变体的详细绘制成为可

裂而产生配子（生殖）细胞且基因物质被"混

能。他们通过确认一个能让酵母菌对锰变得敏感

洗"。在通常情况下，这些重组率因为过低而无法

的基因变异展示了这种技术。

分辨绘制的个体基因区域，更不要说分辨基因内

Article #25: "CRISPR-directed mitotic recom-

的特别变体。有丝分裂重组会影响体细胞，它能

bination enables genetic mapping without

对基因功能和基因变异体提供更为详细的了解，

crosses,"

因为有丝分裂重组有时会导致某染色体仅与某一

>>对环绕地球磁力线如何重连的新的了解
来自NASA航天器的高分辨率测量揭开了环

然缺乏。因此，科学家们对什么引起磁力线重连

绕地球磁场重连之谜——磁场重连是一种磁力线

仍不十分了解。2015年3月，NASA发射了4个航

断开和重连，并释放出能量和加速粒子的现象。

天器，它们是磁气圈多尺度（MMS）探索使命的

作者们说，由于在许多实验室和太空环境中磁力

一部分，该探索使命的目的是在电子尺度上对磁

线重连所具有的重要性，这一结果为观察这一普

力 线 重 连 展 开 高 分 辨 率 的 太 空 实 验。James

遍但又所知甚少的过程开启了新的窗口。磁气圈

Burch和同事在对结果分析后确定，该磁力线重连

是环绕地球的一个空间区域，在磁气圈中占主导

过程受到电子尺度动力学的驱动。这些结果将有

地位的磁场是地球的磁场，而不是行星际空间的

助于科学家们对磁化等离子体的理解，包括那些

磁场。地球磁场的磁力线会重新排列和连接，因

位于聚变反应器、太阳大气和地球及其它行星磁

此更好地了解这一过程是等离子体物理的一个重

气圈内的磁化等离子体。

要目标。尽管多次的航天器使命已经探索了地球

Article #21:"Electron-Scale Measurements of

的磁气圈，但在电子尺度对磁力线重连的检测仍

Magnetic Reconnection in Space,"

>>扰乱REM睡眠可破坏记忆形成
一项新的小鼠研究为快速眼动或REM睡眠可

况下，研究人员显示，在REM睡眠时抑制theta波

帮助巩固大脑记忆能力提供了直接的因果证据。

能阻止小鼠形成前后关系记忆（如对新鲜有趣物

科 学 家 们 一直认 为 REM 睡 眠与记忆有关联，但

体位置的记忆）和情绪记忆（如与足部受到轻微

REM睡眠的短暂性加上在实验中剥夺人的REM睡

电击相关的恐惧记忆）。然而，在REM睡眠期之

眠所涉及的伦理考量使研究人员难以对这种关联

外对相同的脑波进行干扰则对记忆没 有影响。

进行研究。为了更密切地观察在REM睡眠过程中

Bernat Kocsis在一则相关的《视角》文章中对这

大脑内发生的情况，Richard Boyce和同事使用

些结果进行了讨论。

了一种光遗传学技术，该技术能让他们用光来选

Article #11: "Causal evidence for the role of

择性地沉默REM睡眠时的小鼠海马中的神经元，

REM

抑制被称作θ（theta）波的脑信号模式，后者被

memory consolidation,"

sleep

theta

rhythm

in

contextual

认为与学习和记忆有关。在不干扰小鼠睡眠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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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层驻极体薄膜的摩擦纳米发电机

FOCUS

摩擦纳米发电机（TENG）是一种简单、低成

开路电压都比普通的基于PTFE薄膜的TENG高7

本的能量收集装置，它基于不同薄膜表面的接触

倍。为了进一步地提高E-TENG的等效表面电荷密

起电现象，可以将环境中的机械能转换为电能。

度，本文基于电晕充电法制备出一种多层式的E-

然而有限的表面电荷密度会大大地影响TENG的整

TENG，并分别研究了其短路电流、转移电荷密度

体输出性能。论文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基于驻极体

和开路电压与薄膜层数之间的关系，以便探索出

薄膜的摩擦纳米发电机（E-TENG），它采用电晕

多层式E-TENG的最佳输出性能。实验结果表明，

充电法对薄膜进行电荷注入，相比于接触起电，

三层式的E-TENG为最佳结构。本文提出的这种方

这种方法可以显著地提高薄膜表面的有效表面电

法 可 以 有 效 提 高 薄 膜 表 面 电 荷 密 度，从而提 高

荷密度。为了探索出最佳的电晕充电条件，本文

TENG输出性能，将极大地促进TENG在自供能便

在不同电晕充电电压、针尖距离和充电时间下，

携式电子设备和传感器网络中的应用。

分别对E-TENG的短路电流、转移电荷密度和开路

文

电压进行了研究。实验结果表明，在最佳电晕充

article/10.1007/s12274-016-1040-y

章

信

息

http://link.springer.com/

电条件下，E-TENG的短路电流、转移电荷密度和

>>专题：城市化的地球
本期有关《城市化地球》专刊包括了2篇综

管理（UWM）进行了深入探讨；UWM因为诸如

述、6篇《视角》文章以及一系列的有关一个日益

基础设施老化和新型污染物而变得负荷日增。在

城市化的世界所面临的广泛挑战和冲击的新型专

整个20世纪中，中央净水系统一直是业界标准，

题报道。

但作者们指出，需要有更为创新的方法，尤其是

首 先，在 一 篇 综 述 中，Daniel Kammen 和

在亚洲和非洲的快速成长的城市地区设立基础设

Deborah Sunter重点讲述了城市能够更好地利用

施的时候。他们提出了改善UWM的几个关键手

可 再 生 能 源 的 方 法 ； 城 市 人 口占世界总人 口的

段，其中包括增加水生产能力、分流或现场处理

54%，但城市所产生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却高达

废水、人类粪便源分隔以及体制和机构改革。

70%。文章的作者总结了来自世界各城市的研究

由Karen Seto和Navin Ramankutty撰写的

并证明，尽管生物质来源的能量可能并非可行的

一篇《视角》文章对为什么城市化的增加会影响

选择，但有很多未开发的能源可供使用，这些能

食物供应链以及驱动饮食变化进行了讨论。 城市

源可来自太阳、风、地热甚或废物。例如，如果

生活方式与较高比例的动物蛋白、末端消费所生

伦敦能将其建筑物的侧面优化使用太阳能板，这

废 物、较 少 的 家 庭 烹 饪 以 及 更 多 的 食 物 包 装 相

能将太阳辐射所致能源利用增加高达45%。在中

关。尽管许多研究聚焦于这一供应链的需求（市

国，专门设计的建筑可将经过通道时的风速比环

区）侧，但作者们强调，需要做更多的研究来了

境风速提高1.5至2.5倍，令涡轮机组的发电量增加

解 日 益 增 加 的 城 市 化 对 农 业 侧 的 影 响。

15倍。与建筑设计一样，交通运输是一种让城市

在一篇《视角》中，Frank Kelly和Tong Zhu

变得能效更高的关键手段。例如，在瑞士弗劳恩

讨论了伦敦和北京为减轻运输所致空气污染所做

费尔德的停车场安装太阳能光电板可为该城市内

的努力。在这两个城市中，减轻路上汽车数量的

未来电动车辆提供15-40%的所需能量。作者们指

创新尝试最初显示了一定的成功，但这些结果或

出，采用可再生能源设计以及改造现有的设计具

是不甚显著或是持续时间不够长久。作者们说，

有经济效益，但剩下的方面则是行为和政策层面

让日益增加的人能在城市中有效地交通只能通过

的挑战。

扩大公共交通系统来实现。

由Tove Larsen等人撰写的一篇综述对城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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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附近的贫民窟进行建模来阐述他们的观

的见识。尽管城市化通常会将物种驱逐，但某些

点；他们提出，遍布该市各地的小块贫民窟大体

物种却适应了城市生活；例如，有研究揭示，大

上是因为机构腐败而仍然未得到发展。
一组新闻报道涵盖了一系列的城市话题。老

嘈杂的地方进行沟通，而生活在高度碎片化城市

鼠也许是居住在城市中的最可赠的小动物，它是

环境中的植物可能会转而使用局部化种子播散策

某则报道的焦点；该报道深入探讨了阻止这些持

略。作者们指出，在城市规划时，城市生态正日

续存在的啮齿动物向人类传播钩端螺旋体病所遭

益受到重视，这会帮助人与野生动物在城市中共

遇的挑战。第二则报道观察了中国政府如何聚焦

处。

于将其近来的城市化爆炸性增长变得更具可持续
由Terry Hartig和Peter Kahn Jr.撰写的一

性。第三则报道转向了加拿大的温哥华，该市正

篇《视角》文章对城市地区的自然特征如何能提

在追求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成为地球上最环保

供心理裨益进行了讨论。要确定城市与乡村环境

的城市地区。最后，另外一则报道帮助读者了解

心理影响间的差异可能颇为困难，但有研究清楚

人类如何演化到进入城市生活。

地证实了自然体验对心理上的裨益。作者们说，

Article #8: "City-integrated renewable ener-

在城市设计中纳入自然特征不仅有利于改善心理

gy for meeting urban sustainability needs,"

健康，而且还对影响人们对环境的态度有帮助。

Article #9: "Emerging solutions to the water

一 些 科 学 家 估 计 到 2050 年 时 将 会 存 在 的

challenges of an urbanizing world,"

60%的城市地区还有待建设。为了顺应这一增长

Article #10: "Transport solutions for cleaner

趋势，Anu Ramaswami等强调了8个领域，在

air,"

这些领域中，决策者和其他人等需要采取明确行

Article #11: "The ecological future of cities,"

动以确保这些城市地区的建设是可持续性的。它

Article #12: "Living in cities, naturally,"

们包括，认识到对不同类型的城市需要有不同的

Article #13: "Meta-principles for developing

策略。

smart,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cities,"

J. Vernon Henderson等在一篇《视角》文

Article #14: "Hidden linkages between ur-

章中指出，更有效的土地使用可帮助改善许多发

banization and food systems,"

展中国家城市的功能。他们通过对肯尼亚内罗毕

Article #15: "Building functional cities,"

>>高度恶性脑瘤抗药机制揭秘
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脑肿瘤可能用来对某特

示，GMB复发与PI3-K活性增加相关，而PI3-K

定治疗变得有抵抗力的通路——一个通过操纵周

活性受到巨噬细胞分泌的IGF-1的驱动。那些接

围微环境的通路。他们证明，阻断这一机制，加

受BLZ945加上一种PI3-K或IGF-1抑制剂治疗的

上原先的治疗，能显著延长小鼠的存活时间。多

小鼠会比对照组小鼠有存活时间显著延长的裨

形性胶质母细胞瘤（GBM）是成年人中最常见

益。通过将对BLZ945有抵抗力的肿瘤植入到无

且扩散性强的脑瘤类型，目前对其的标准治疗仅

染（na?ve）小鼠体内，Quail等人证明，GBM

能稍微延长患者的存活时间。在GMB肿瘤中发

肿瘤会用这一PI3-K/IGF-1机制来操控其周边的

现有大量的巨噬细胞，它们往往会表达高浓度的

微环境，使其变得对它们有利。因此，肿瘤也能

集落刺激因子-1（CSF-1）。Daniela Quail等人

通过微环境依赖机制产生与肿瘤本身无关的抵抗

在 此 显 示，用 一 种 叫 做 BLZ945 的 药 物 来 抑 制

力。

CSF-1可性导致小鼠中的肿瘤消退，然而，大多

Article #16:"The tumor microenvironment

数的GBM肿瘤产生了对BLZ945的抵抗力。这种

underlies acquired resistance to CSF-1R in-

情况是有意义的，因为在癌症中以CSF-1为标靶

hibition in gliomas,"

的药物目前正在进行临床试验。进一步的调查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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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定谔猫在两个地方同时存活及死亡

FOCUS

通过实施涉及著名的薛定谔猫态悖论(Schr?

可以处于两种状态中的一种状态。然而，亚原子

dinger's Cat) 的 新 实 验，研 究 人 员 证 实，一

粒子可跨越空间"连接"。Chen Wang等人在此

个"量子猫"可同时活着和死亡，并同时存在于2

采用了2个不同的空间腔室，并以这样一种方式

个地方。这些结果涉及诱导具有匹配态（或变得

对它们施以光波：在某一时间只有一个波长能存

缠结）的大量光子，它们显示了操纵复杂量子态

在于腔室内，设使两个空间相隔区域具有类似的

以用于计算和长距离通信的能力。它们也许还第

特质。这两个腔室通过一个超电流连接；超电流

一次代表了科学家们已经能在宏观尺度实现这样

是一种无需施加任何电压即能流动的电流。该团

的量子相干。薛定谔猫的例子是一个著名的思想

队接着让某个腔室内的光子接触被赋予独特旋转

实验，它对一个量子系统（如一个原子或光子）

之门的一个迷宫。用这种方法，研究人员能够赋

能作为一个多态组合存在（这种现象被称作量子

予光子2种状态（如薛定谔猫，或死或活），他

叠加）的方法进行了探索。薛定谔猫是一只被关

们在毗邻腔室内的光子中观察到了类似的状态。

在一个盒子中的不幸的猫，它可能死亡或还活着

作者们说，到目前为止，Wang等人已经测量了

--而在盒子外进行分析的科学家无法知道这只猫

多达80个光子的"猫的大小"，而较大的形状可通

（是死还是活）的状态，除非他们打开该盒子。

过实施受特别控制的脉冲来实现。

因此，该猫在没有被观察时处于既是活的又是死

Article #7: "A Schr?dinger cat living in two

的状态。同样地，在量子物理中，亚原子粒子也

boxes,"

>>火星正从冰期中走出
对火星极地冰盖所做的雷达测量揭示，如今

鲜明的特征。对冰内的这些层状特征进行描摹可

大多为干燥且多尘的火星是在经历了多轮气候变

揭示过去的冰的积累和流动变化-因而也能揭示

化后从冰期中走出的。了解火星气候可帮助确定

气候变化。尽管火星南部冰盖相对较小且受到陨

它在过去的什么时候适宜居住，这种情况是如何

星撞击的改变，但研究人员能够对其北极冰盖内

改变的，并能为地球气候变化研究提供信息。模

的层状特征进行描摹。他们发现了坡度陡然增加

型提示，火星在过去经历了冰期，但证实这种情

的冰层及迁移路径，方向逆转或被完全埋没。他

况的确凿数据一直颇为稀少。Isaac Smith和同

们的分析提示，火星目前正从冰期中走出，该冰

事在此用雷达来分析火星极地冰盖内的冰层，他

期是在大约37万年前开始退却的。

们所用的是火星勘测轨道飞行器上的浅部雷达

Article #5: "An ice age recorded in the polar

仪。随着冰的侵蚀，风能打造出螺旋凹槽和其它

deposits of Mars,"

>>新型"基因条码"技术揭示了细胞系的详细信息

60

据一项新的研究披露，通过用基因编辑工具

追踪的合成目标阵列的基因组编辑，这种方法将

CRISPR来创建独特的基因"条形码"，人们有可

突变的独特模式引入一个基因组条形码中。在子

能对活体生物内的细胞系进行追踪。尽管存在着

细胞内的突变条形码的DNA序列接着被用来重

数种不同的追踪细胞系的方法，但它们中的每一

建细胞系关系。McKenna等人在细胞培养及活

种方法都有局限性。例如，人们可用染料来追踪

斑马鱼中展示了这种技术的功效。在斑马鱼的胚

子细胞的产生，但染料无法为后代细胞间的关系

胎期引入条形码并在其成年期对不同组织进行分

提供线索。Aaron McKenna和同事在此开发出

析，研究人员发现只有若干胚胎祖细胞产生了组

了一种被称作GESTALT的方法，它被用于细胞系

成成年器官的大部分细胞。例如，在4个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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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个发育成了98%以上的血细胞。作者们指出，这

Article #19: "Whole organism lineage tracing

一新的技术可用做未来分析追踪正常发育中的更

by combinatorial and cumulative genome

复杂的多细胞过程，它也可用于识别肿瘤的细胞

editing,"

起源和转移。这一发展可加速我们对细胞过程的

>>贵金属纳米团簇及原位热烧结为纳米晶
在 这 一 研 究 工 作 中，作 者 展 现 了 一 种 在 高 暴 露

Cu纳米晶的异质结构具有很好的光催化产氢的效

（001）活性晶面的TiO2纳米片上制备Au，Ag，

应。Au，Ag，Cu纳米晶展示了很好的助催化剂

Cu纳米团簇的方法，并实现了其尺寸、负载量和

效果，尤其是Au纳米晶。在高分辨透射电镜及

异质界面结晶的调控。通过原位的精确热烧结，

ICP-OES精确元素分析的基础上，本论文发现可

实现了Au，Ag，Cu纳米晶在TiO2纳米片上负载

控的负载量，助催化剂的尺寸及与TiO2 纳米片之

及更好地与TiO2 纳米片的晶面接触。TiO2纳米片

间的更好的异质界面结晶度是实现高效率的光催

上的Au，Ag，Cu纳米团簇在异相催化有机分子

化还原产氢及制备的TiO2薄膜的高灵敏度的光电

合成方面具有潜在的应用，例如本文中展示的高

响应的关键。这一水相直接在载体上制备贵金属

转化率的4-硝基苯酚还原为4-氨基苯酚的催化反

团簇的方法将为纳米催化领域提供更多的催化剂

应。原位热烧结之后，TiO2纳米片与Au，Ag，

选择及应用。

>>随着北极变暖，候鸟在热带付出代价
随着气温变暖，在北极繁殖地的红腹滨鹬的体型

究证实，在北极的暖和年份和荒年中所生的红腹

正在日益变小。然而这些候鸟在到达气候条件比

滨鹬，它们的喙都比较短，因此在其到达西非的

较稳定的热带过冬栖息地时才发现体型的缩小是

过冬地时只能挖掘到三分之一的、它们喜欢且可

有代价的。据Jan van Gils和同事所做的一项新的

得到的食物。研究人员说，红腹滨鹬繁殖地融雪

研究揭示，体型较小的红腹滨鹬的喙也较短，这

时 间 变 得 日 益 提 前（其 改 变 速 度 每 年 约 提 前 半

阻止了它们摄食深埋热带沙滩之下的优质软体动

天），而这一变暖可能正在影响包括红腹滨鹬在

物，迫使它们靠吃品质较差的软体动物和海草为

内的诸多候鸟的生存。在一篇相关的《视角》文

生。研究人员指出，其结果就是，在北极暖和年

章中，Martin Wikelski和Grigori Tertitski对这一

份所生的红腹滨鹬的存活率下降。红腹滨鹬是因

新的"全球生态预警信号"的含义进行了讨论。

应气候暖化而体型缩小的几个动物物种之一。新

Article #12: "Body shrinkage due to Arctic

生红腹滨鹬所依赖的主要食物供应是在北极冻土

warming reduces red knot fitness in tropical

融化后出现的"繁盛"昆虫，但气候变化将这一繁

wintering range,"

盛期提前，让它不能与红腹滨鹬的孵化期同步。

Article #5:

Van Gils和同事对候鸟红腹滨鹬所做的33年的研

change effects,"

"Living

sentinels for

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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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大学开发出世界最小引擎可进入人体细胞

FOCUS

※TechRadar
据科技网站TechRadar报道，剑桥大学的纳米工程师们再次震惊了世界，他们打造了一台直径只
有几十亿分之一米的超微引擎，为未来纳米科技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前，纳米机器人一直都
是存在于科幻小说中的概念，不过近几年来的一系列技术突破让这种神乎其神的产品离我们越来越近
了。未来，纳米机器人可以在液体中漂流，并利用传感器感知周围环境。

卡文迪许实验室开发的超微引擎
如果需要，科学家们甚至可以让其携带药物进入人体细胞来杀灭病原体。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款超微引擎与我们熟悉的汽车引擎可不一样。它由微小的带电金粒子打
造，与感温聚合物以凝胶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只需用激光对其加热，它就会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存
储大量的弹性能量，这时聚合物涂层会将所有的水从凝胶中排出并解体。
不过当引擎冷却下来之后，聚合物吸水膨胀，金纳米颗粒以更快更强劲的速度分开。“整个过程就
像爆炸一样，”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的陶丁（Tao Ding）博士说道。“当水分子导致周围的聚合物
膨胀时，几百个黄金粒子在一微秒的时间里飞散开来。”
从理论上来看，这款超微引擎蕴藏的能量比之前的纳米引擎都要强的多。此外，其生物适应性很
棒，造价相对低廉，高效节能且反应速度快。
负责该项目的杰瑞米教授将这款设备命名为‘蚂蚁’(ANTs)，它是Actuating Nano-Transducers的
缩写，意为驱动的纳米传感器。“这家伙就像真正的蚂蚁一样，它们能够产生比自身体重大得多的力。
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控制纳米机器在实际应用中的力量。”
眼下，该团队正在积极同剑桥大学和其他企业进行合作，它们希望该技术能尽快得到商业化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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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墨烯传感器诞生：空气检测精度提升1000倍



FOCUS

※中国科技网

英国南安普顿大学和日本先进科学技术研究所的科学家研发了一种以石墨烯为原材料的传感
器，能检测出室内空气污染且精度极高。这一研究近日发表在《科学进展》期刊上。新研发的传
感器可以感应到来自建筑、家具用品的二氧化碳分子以及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气体分子。

近年来，由个人居住环境中的空气污染引起的健康问题与日俱增。这些有害化学气体的浓度
水平一般在几十亿分之一（ppb），用现有的环境传感技术难以检测到，因为这些传感器只能检
测到浓度为百万分之一（ppb）的此类气体。
该研究团队研发出的石墨烯传感器在通电后，可使单个的二氧化碳分子一个一个吸附到石墨
烯材料上，并在分子水平上检测其浓度。
其具体方法是，通过监测石墨烯材料的电阻值，石墨烯材料对二氧化碳分子的吸附和释放会
以电阻“量子化”波动的形式被检测到。在实验中，研究人员只花费了几分钟就检测到浓度约为
30ppb的二氧化碳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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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次：我国科学家证实寨卡病毒感染导致小颅畸形

FOCUS

※科普中国

美国时间2016年5月11日12:00，《Cell Stem Cell》网络版发表了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
究所研究员许执恒团队与军事科学院秦成峰团队合作的工作：寨卡病毒在小鼠体内感染神经前体细
胞并导致小颅畸形。2016年4月，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首次声称很可能是寨卡病毒
(ZIKV)感染导致小头畸形和其他的出生缺陷。全世界众多研究机构都在加倍努力，以确认婴儿小头
畸形和孕妇感染寨卡病毒的关联性。
在这场竞赛中，我国科学家拔得头筹，在全世界范围内，首次证实了寨卡病毒感染直接导致小
头畸形！
(图片来自Cell Stem Cell)
美洲疫情爆发 “寨卡”来势汹汹
你还没听说过“寨卡”吗？要知道，国际卫生组织(WHO)已经将寨卡病毒感染列为“国际关注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
2015年中以来，寨卡病毒感染在南美洲暴发，并在全球范围内播散蔓延，我国已发现多例寨卡
病毒感染病人，因此，也面临输入并引起流行的风险。
与之前比较温和的病情相比，2015-2016美洲疫情爆发特别值得人们警惕，当寨卡病毒在巴西
爆发的同时，突然出现了大规模患有小头畸形的婴儿出生。从2015年3月到2016年3月，巴西有
6000多名婴儿被诊断患有小头畸形，和往年相比高出了20倍，而这些婴儿的母亲大多感染了寨卡病
毒。
鉴于该病毒在全球流行的严重性， 以及奥运会即将在巴西举行，国际卫生组织(WHO)宣布寨
卡病毒感染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确认！寨卡病毒感染直接导致小头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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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头畸形是一种罕见疾病，婴儿在子宫或者婴儿期大脑发育异常，从而导致头部明显变小。
患有小头畸形症的婴儿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大脑发育明显异常，智力发育显著迟缓，有的患儿会出
现癫痫、运动障碍、语言障碍及行为异常。
寨卡病毒属黄病毒科(Flaviviridae)，黄病毒属(Flavivirus)，单股正链RNA病毒，是一种通过蚊

FOCUS

虫进行传播的虫媒病毒，与登革热病毒、日本脑炎病毒及西尼罗病毒同属。
据相关报道，目前，寨卡病毒(ZIKV)已在几十个国家和地区传播，并且疫情不断发展，有蔓
延全球之势。
秦成峰团队在国内首先成功地从感染病人体内分离出一株寨卡病毒亚洲株系。许执恒团队利
用小白鼠建立感染模型，将病毒注射入胎鼠的侧脑室后，检测到病毒在小鼠脑内可以大量复制增
殖，病毒感染神经干细胞后会阻碍其正常增殖，分化，并引起神经凋亡。
在胎儿的大脑发育过程中，神经干细胞正常的增殖、分化、迁移，对大脑的构建至关重要。
经过五天的感染，感染病毒的小鼠的表现出脑腔扩大，皮层变薄，整个鼠脑变小。
许执恒团队不但成功建立了寨卡病毒体内感染模型，而且通过全基因组表达谱分析，他们发
现大量与免疫、小头畸形、寨卡病毒的潜在受体及细胞凋亡相关的基因出现明显异常。这为进一
步研究“寨卡病毒导致小颅畸形”的机制奠定了基础。同时，寨卡病毒感染体内模型的建立，将会
推动寨卡病毒治疗药物筛选的进程。

危险！孕妇与备孕者请远离
研究者提示，伊蚊叮咬是寨卡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不过也有输血、性接触导致病毒感染的
报道。
ZIKV的感染者中，只有约20%会表现轻微症状。
典型的症状包括：急性起病的低热、斑丘疹、关节疼痛(主要累及手、足小关节)、结膜炎，
其他症状包括肌痛、头痛、眼眶痛及无力，症状与登革热相似。
另外少见的症状包括腹痛、恶心、呕吐、黏膜溃疡和皮肤瘙痒。
症状通常较温和，持续不到一周，需要住院治疗的严重病情并不常见。
孕妇或者计划怀孕的女性最好避免前往寨卡病毒仍在传播的国家和地区。另外，越来越多报
道发现寨卡病毒可通过性接触进行传播，因此准备怀孕的家庭，夫妻双方都尽量不要前往寨卡病
毒仍在传播的国家和地区。
也许有人说，“我不出国，不就安全了吗？”也不尽然，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报
告，截止2016年3月10日，内地发现12例病毒携带者，均为境外旅行感染，而病毒学家则表
示，海南和台湾有快速传播寨卡病毒本地流行病例的较大风险，主要原因在于，这些地方都有埃
及伊蚊出没。
现在，我国科学家的研究不仅提供了第一种研究寨卡病毒导致小头畸形的动物模型，还为进
一步研究寨卡病毒的致病机制和相关治疗打下了良好基础，将有力推动寨卡病毒的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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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学家取得艾滋病毒研究重要进展
※中新网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当地时间12日宣布，该院科学家针对艾滋病毒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在艾
滋病毒上发现了一个新的位点，该发现为艾滋疫苗的探索和研究打开了一条新的路径。这一研究成
果已于12日在美国《科学》杂志在线发表，论文的第一作者是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过敏与传染病研
究所下属疫苗研究中心的3位华人 科学家，分别是孔瑞、许凯和周同庆，他们的研究方向包括抗体
和疫苗、蛋白质结构和疫苗。
该研究院在声明中说，艾滋疫苗研究的策略之一是通过免疫方法诱导出能有效针对重要靶点的
中和抗体，然而由于艾滋病毒的多变性，这样的靶点很有限。该院科学家们在艾滋病毒上发现了一
个新的位点，这个位点可以被免疫系统产生的抗体分子识别，从而可以作为疫苗研究的新靶点，科
学家也发现了这种抗体的作用机制。鉴于此，该发现为艾滋疫苗的探索和研究打开了一条新的路
径。
据介绍，这项研究发现的新靶点在艾滋病毒膜蛋白上，由一段连续的8个氨基酸组成，是艾滋
病毒融合肽的一部分。在此之前，艾滋病毒的融合肽没有被科学家视为疫苗设计的靶点。所以，此
项发现的主要意义在于挖掘出艾滋病毒的一个“软肋”。以往的艾滋疫苗设计主要针对一些结构非常
复杂的位点，设计难度很大，而融合肽的结构要简单很多，针对融合肽的疫苗设计有可能相对容
易。
卫生研究院说，基于此项最新发现，该院科学家正集中精力设计新型疫苗，试图诱导出类似的
融合肽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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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在线

丰田北美研究院周三宣布，工程师们已经

这样的特性令一些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车主、

发现了利用镁制作电池的方法，而现在人们生

计算机使用者大失所望。而且低电量的滴滴提

活中不可缺少的手机、计算机和其它设备使用

醒声有时候也会吓到手机用户。

几乎都是锂电池。该机构表示： “镁金属一直

锂是所有金属中最轻的一种，其在自然状

被认为是目前锂电池技术的一种更安全和能量

态下硬度较低，用一把切黄油的小刀就能毫不

密度更高的替代品。而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费力地将其切割开来。镁则更重，因此能够储

是如何从镁金属中提取能量。”该篇报告把“发

存更多的电量。

现制作镁电 池的方法”归功于丰田首席科学家

该篇报告还不忘提醒电池用户现在激动雀

兼 化 学 工 程 师 拉 娜 - 莫 塔 蒂

跃还为时尚早，因为在镁电池上市前可能还需

（Rana Mohtadi ）。

要20年时间进行研究和开发。

FOCUS

  电池研究突破镁电池或将取代锂电池


锂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它很容易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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