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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我校国家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情况通报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虞斌
2013 年度我校共申请中国专利 637 件，其中发明专利 610 件，实用新型专利 27 件。
2013 年度我校共授权中国专利 320 件，其中发明专利 302 件，实用新型专利 18 件。
2013 年度我校共申请外国专利 28 件，获得外国专利授权 8 件。
2013 年，我校孟祥康教授的专利“一种高性能金属防护纳米涂料的制备方法”（ZL200910024505.0）获
得了第八届江苏省专利项目奖优秀奖。
2013 年，我校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施跃春、陈向飞的专利“微结构准相位匹配实现多维目标波导光
栅和体光栅的制备方法”（ZL201110104875.2）入选 “2012 年度江苏省百件优质发明专利评选”活动。
2013 年各院系专利情况
院系

合计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申请

授权

申请

授权

申请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12

20

109

20

3

环境学院

126

78

106

73

化学化工学院

83

56

80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85

34

生命科学学院

67

医学院

外国专利

授权

申请

授权

5

2

15

3

53

2

2

1

1

72

29

7

2

6

3

24

63

24

1

50

29

48

28

1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44

19

43

19

物理学院

32

27

28

27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29

14

22

7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17

8

17

8

工程管理学院

15

9

14

8

软件学院

2

3

2

3

国际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所

2

2

大气科学学院

2

2

信息管理学院

1

1

现代分析中心

1

1

1

1

1

商学院

1

1

1

总计

665

1

1
1

4
7

6

1

1

1

1

水科学研究中心

模式动物研究所

3

1
328

610

302

27

18

28

8

科技信息 2014 年第 1 期（总第 199 期）

3

我校 7 顷省自然科学基金创新学者攀登顷目顸利通过验收（一）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唐峰
2014 年 2 月，受江苏省科技厅委托，学校科技处组织专家对我校承担的 7 项省自然科学基金创新学者攀
登项目进行了验收。经过经费审计、材料审核、工作汇报、专家质询，7 个项目均顺利通过验收。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创新学者攀登项目以培养国内外杰出科学家为目标，支持省内高层次科研人才面向江
苏地方需求自由选题开展创新研究，攀登科技高峰。该类项目全省分三年共启动 100 项，我校获批 29
项。
从本期开始，将陆续介绍这 7 项省自然科学基金创新学者攀登项目。
哈密顿系统动力学稳定性问题癿研究
（BK2008013，顷目负责人：数学系 程崇庆）
Hamilton 力学是 Hamilton 于 1833 年建立的经典力学的重新表述，它由 Lagrange 力学演变而来。适合用
Hamilton 力学表述的动力系统称为 Hamilton 系统。这是一类具有广泛而深刻理论与应用背景的系统。现
代 Hamilton 系统的研究源于 Poincare 的开创性的工作，因此也开创了现代 Hamilton 系统的研究，包括拓
扑、几何和变分等新方法。关于 Hamilton 的动力学稳定性问题一直是动力系统的核心问题之一。从二十
世纪 50-60 年代起，Kolmogorov－Arnold－Moser 理论表明了近可积系统大量规则运动会被保持下来，但
1964 年 Arnold 令人吃惊的给出了一个例子，存在动量显著变化的所谓扩散现象。自此之后，这一问题备
受重视。Arnold 猜测典型的多自由度 Hamilton 系统不稳定：空间每一点附近都有作用量发生很大变化的
轨道通过。关于 Arnold 扩散的研究，当今涉及数学、力学、物理、天文等自然科学与工程的诸多领域。
从数学角度看，Arnold 扩散问题国际数学界公认的著名难题。
该项目针对 Hamilton 系统动力学稳定性问题进行了 Arnold 扩散方面的研究，获得了创新性成果，包括解
决任意自由度非自治预双曲 Hamilton 系统的 Arnold 扩散问题；多自由度自治系统证明了先验双曲正定
Hamilton 系统中 Arnold 扩散存在通有性；精确区分出 KAM 理论对于函数光滑性要求的边界等。这些问题
的解决，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论文多次被他人引用，其中包括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邀请报
告的多位著名数学家。因为在 Arnold 扩散方面的重要成果，程崇庆于 2010 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作邀请报
告。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 Hamilton 系统的稳定性这一中心问题的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项目共发表 SCI 论文 19 篇，还有部分成果已向国际一流杂志投稿，后续研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973 项目等资助。项目负责人程崇庆教授还是 Nonlinearity 等国际一流学术期刊编委。项目负责人程崇庆的
合作者严军因在 Arnold 扩散方面的工作，2013 年获“杰出青年基金”的资助。项目已经培养了一个高水
平的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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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用水源水中有机污染物癿高效吸附净化原理与技术
（BK2010006，顷目负责人：环境学院 李爱民）
本项目围绕我国饮用水安全的重大需求,针对我国季节性高有机负荷水源中具有潜在健康风险的天然有机
质和人工合成化学品等污染物质及其净化技术问题，融合环境工程学、高分子科学和生态毒理学多领域交
叉的技术与研究方法，系统地进行了典型有机污染物结构表征、树脂吸附剂调控合成、树脂吸附剂与典型
有机物的作用机制、以树脂吸附为核心的净水工艺原理及工艺安全性评价方面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开发
以树脂吸附为核心的优质高效净化工艺，为饮用水优质、高效净化提供理论及技术支撑。
项目共发表 SCI 论文 27 篇（其中 IF>2.0 11 篇，IF>4.0 4 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22 项，授权 9 项。培养
博士生 6 名、硕士生 20 名；针对季节性污染水源水质特点，建立一整套水体中有毒有机污染物和天然有
机质的富集、分离及分析方法；成功研发 3 个系列新型树脂吸附剂 10 项，建立了树脂材料工业化研发基
地，具备了批量生产能力，产品理化特征稳定，填补了国内空白；将磁性树脂吸附和其他处理工艺有机结
合，相比传统臭氧-活性炭工艺，具有投资省、成本低和占地少等优点，形成了高效、低耗的饮用水深度
处理集成新技术，在大丰市自来水厂建立中试基地，在此基础上建成基于磁性树脂吸附技术为核心的饮用
水深度净化示范工程（5000 吨/天），展示了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建立了饮用水氯消毒过程中消毒
副产物的检测以及基于细胞、基因组、蛋白组、代谢组等饮用水安全的成组毒性评价平台，系统分析了饮
用水及不同处理工艺的毒性削减能力，为江苏沿海饮用水源水深度处理工艺的选择提供了重要支撑。课题
负责人及研究团队在项目执行期间分别荣获“十一五”国家环境保护科技工作先进个人、国家首批“万人
计划”科技领军人才、国家重点领域创新团队和教育部优秀创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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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两位教授成功入选 2013 年科技部“创新人才推
进计划”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虞斌
近日，科技部公布了 2013 年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入选名单，其中我校陆海教授成功入选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闻海虎
教授领衔的“新颖量子材料和物理性质研究创新团队”成功入选重点领域创新团队。我校获得科技部创新人才及团队荣
誉的队伍进一步扩充壮大。
陆海，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生于 1974 年，于 1996 年和 1999 年在
南京大学物理系获学士、硕士学位；于 2003 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系获博士学位；于 2004 年，受聘于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研发中心任高级研究员；于 2006 年 9 月归国任教于南京大学物理系及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现任南京
大学特聘教授，兼任南京微结构国家实验室（筹）主任研究员。主要从事宽禁带半导体材料和器件研究，获得多项有国
际影响力的成果：制备了国际上电学特性最好的 InN 单晶薄膜（保持 6 年世界纪录）；首先生长出 p 型、a 面及立方相
等新型 InN 材料；为三十余家国际权威研究机构提供了标准 InN 及富 In 氮化物样品，联合改写和修正了多项 III 族氮化
物半导体材料体系的基本参数，包括 InN 0.7eV 窄禁带宽度的重大发现；首先发现 InN 表面强电荷聚集效应；成功研制
出 InN 化学传感器、InN THz 发射源、GaN 基高温霍尔传感器、InGaN 多异质结太阳能电池、同质外延 GaN 雪崩光电探测
器等新型器件；近年来重点开展 GaN 基高功率电子器件、深紫外探测器件、及新型氧化物透明薄膜晶体管研究，获得了
多项有重要应用前景的器件技术突破，包括在国内首先实现具有单光子计数功能的 SiC 紫外雪崩光电探测器；相应成果
多次被《Nature》杂志、国际主流的半导体技术媒体，如“Semiconductor Today”、 “Compound Semiconductors”
等专文报道；已发表 SCI 学术论文 200 余篇，所发表文章获 SCI 他人引用 6000 余篇次，论文被引用的 H 因子（Hindex）为 39；与产业界保持密切合作，联合承担了多项省级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率领南京大学团队在国内首先实
现了高灵敏度 GaN 紫外探测器件的产业化。
“新颖量子材料和物理性质研究创新团队”由物理学院的强关联电子体系，高温超导和小量子系统的优势研究力量组建
而成，以相关的 973 项目和量子调控项目为依托。该团队由闻海虎教授担任负责人，成员包含邢定钰院士，于扬、王强
华、李建新、王伯根和盛利等长江特聘教授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入选者缪峰教授和李绍春
教授，教育部跨世纪人才万贤纲、沈瑞教授和杨欢副教授，以及温锦生教授和祝熙宇副教授等。
凝聚态物理是物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已经从简单的能带论和对宏观尺度效应的理解，向关联电子态和介观、微观尺
度发展。晶格-电荷-自旋-轨道的交互作用和量子调控会演生出很多新奇量子现象，形成很多新颖的量子材料，诸如铜氧
化物和铁基超导体，拓扑绝缘体和拓扑超导体，二维电子气和狄拉克电子材料等等。从更微观的角度研究新颖量子材料
以及更基本的单元有助于推动凝聚态物理学科的发展，同时促进解决未来能源和信息存储等问题。如高温超导能够用于
节能、储能、灵敏探测；基于超导和拓扑绝缘体的研究可以带来新的量子计算方法；自旋-轨道耦合和小量子系统的研究
能够从量子力学的层次解决普通信息存储技术所面临的量子极限等问题。
该团队将在关联电子体系和高温超导、基于超导和拓扑绝缘体的量子计算、小量子体系这三个方向开展工作。该团队成
员近 5 年来在凝聚态物理的核心学术刊物上面发表论文 300 余篇，包括发表在 Science 2 篇，Nature 子刊 10 篇，
Physical Review Letter 40 余篇。目前该团队结构合理，各有分工，相互协作，理论和实验紧密配合，已经形成了较
强的研究能力，在国际同领域具有很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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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生地球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通过验收
撰稿人：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年 4 月 29
日，教育部在
我校组织召开
“表生地球化
学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建设项
目验收会”。
中科院地质与
地球物理研究
所郭正堂院士
等 7 位知名专家，教育部科技司明媚副处长，校长陈骏院
士、校长助理李成，我校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表生地球
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负责人及学术骨干、学校科技处负
责人等出席会议。
明媚副处长阐述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验收的总体要
求，希望专家对实验室的发展规划给出指导性意见，同时
简要介绍了科技司关于加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建设工作的
思路。李成校长助理代表学校致辞，介绍了学校在实验室

建设期间所做的工作。
会上，实验室负责人季峻峰教授围绕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与
成果、建设计划完成情况报告了实验室自 2011 年通过论
证以来的建设概况。吴吉春教授、阮晓红教授、李高军副
教授分别作了学术报告。
之后，专家组现场考察了实验室的条件建设和运行情况。
经讨论，专家组形成了验收意见，认为实验室研究方向布
局合理、特色鲜明，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卓有成效， 条
件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已圆满完成建设任务计划书中的
各项任务，达到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建设要求和标准，一
致同意通过验收。明媚副处长进一步对实验室在 方向凝
练、国际化、日常管理等方面提出建议，希望实验室打造
成具有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一流实验室。
陈骏校长在总结发言中强调，实验室的建设从现在开始进
入第二阶段，同时结合学校的科技平台管理与评价机制改
革对科技管理工作及实验室提出了要求。他表示，学校将
继续高度重视重要科技平台的建设工作。

我校获批建设 2 个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预备研究所
撰稿人：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范茜
日前，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首批 14 个预备研究所通过
公示，获得 2014 年省级条件建设与民生科技专项资金支
持。南京大学依托国家有机毒物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和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建设的 2
个预备研究所名列其中，分别获得 500 万元的专项经费，
体现出我校雄厚的科研服务能力。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是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拓展“八
项工程”的意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
是全省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
以产业应用技术研究开发为重点，以引领产业发展和服务
企业创新为根本，组织开展产业技术研究和集成攻关，创
新体制机制，着力先行先试，成为我省产业技术研发转化
的先导中心、人才培育的重要基地。专业性研究所是江苏
省产业技术研究院的重要组成单元，由知名专家领衔，其
研究领域位于国际前沿、科研实力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专

有技术和标志性成果能够填补国内空白。培育建设专业性
预备研究所是建好和用好省产业技术研究院的重要基础。
以“国家有机毒物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为依托建设的水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工程技术预备研究所将
重点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和企业创新需求，开展环保功能新
材料、智能化环保装备、节能降耗智能化装备等关键共性
技术研究，着力打造具有国际一流装备水平、国内一流配
套设施、专业化团队的服务江苏省环保产业创新发展的专
业技术研究所。
以“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依托建设的医药生
物技术预备研究所将突出应用研究和服务中小企业，重点
开展重大疾病治疗靶点、生物技术创新药物、生物技术制
造等产业关键技术研发；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运营和激励
机制，构建服务企业群体和成果转化的服务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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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世界知识产权日” 我校举办知识产权讲座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华晔
为迎接第十四个“世界知识产权日”，2014 年 4 月 24 日，鼓楼区
知识产权局、科技处、法学院在科技馆报告厅联合举办了一场名为
“Patent Troll 与专利运营：中国大学和企业的新问题”的讲
座。
讲座由恩智浦半导体亚太区知识产权总监柯晓鹏主讲，法学院徐棣
枫教授主持，鼓楼区知识产权局许安秀局长到会，我校师生、校外
专利代理机构、鼓楼区企业等单位逾百人参加了讲座。讲座上，柯
总监和徐教授详细解说了产

业现实中的专利运营问题及专利投机现象，探讨了相应的应对措
施。讲座气氛热烈，与会人员就产业界知识产权法人才的成长途径
等问题与柯总监和徐教授展开了积极互动。
柯晓鹏先生是南大的校友，现任恩智浦半导体大中华区知识产权总
监，具备十多年产业知识产权实务经验，曾在数家不同领域的跨国
公司的知识产权岗位任职。

我校举办民口重大专顷经费管理培训会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孙旭
为加强国家民口重大专项经费管理，提高经费管理效益，我校于 4 月 16 日在蒙民伟楼一楼会议室召开民口重大专项经费管理培训会。
此次举办的经费管理培训活动为我校系列科研经费管理培训第二专题培训，会议邀请财政部两位负责民口重大专项财务验收的专家，对规范
经费使用，顺利通过财务验收做相关培训。两位专家就经费管理中财务管理的核心、主要法规依据及管理规定、组织保障、制度建设、预算
编制、课题执行过程中的要点、结题验收流程和注意事项等方面进行了详细报告，报告内容翔实。我校承担民口重大专项负责人和相关管理
人员参加了培训。本次培训非常成功，参加培训的课题负责人和相关管理人员深感收获很大，为我校民口重大专项研究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
基础。

天空地一体智能信息网络专题研讨会顸利召开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2014 年 4 月 9 日，在鼓楼校区科技处二楼会议室召开了天空地一体智能信息网络专题研讨会。潘毅副校长，人力资源处、科学技术处、学科
建设与发展规划办公室等部门领导，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领导，张乃通院士及课题组成员出席会议。会议由潘毅副校长主持。
张乃通院士首先做了工作报告。他指出目前全球通信受制于地形、地物、距离的限制，现有卫星系统获取信息的实时性差、覆盖率低、基础
建设费时费钱，因此开展天空地一体职能信息网络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潘毅副校长对张乃通院士的工作报告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希望在张院
士的牵头下，南京大学能够在天空地一体职能信息网络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研究成果，培养一批科技创新人才，带动我校通信学科的发展。

我校获批 3 顷 201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与英国皇家学会合作交
流顷目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近日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NSFC）和英国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 RS）共同评审批准并公布了 201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与英国皇家学会合作交流项目，我校共获批 3 项，该项目执行期为两年。以下为获批项目名单：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陈敦军（新一代 III 族氮化物异质结构光电子和传感器件制备研究，合作者： Tao Wang，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数学系 吴新元（高振荡系统的保结构算法，合作者： Arieh Iserles，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化学化工学院 曹登科（光致变色的二噻吩乙烯 Ir(III)-Ln(III)化合物，合作者：Michael D. Ward， 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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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位学人齐聚南大祝贺郭令智院士百岁华诞
撰稿人：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科学技术处
2014 年 4 月 26 日，18 位两院院士，近百位学者齐聚南京
大学，祝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教
育家郭令智院士百岁华诞。“板块构造理论研讨会”同期
举行。
孙枢院士、汪集旸院士、戴金星院士、周志炎院士、许志
琴院士、王德滋院士、张国伟院士、伍荣生院士、薛禹群
院士、王颖院士、符淙斌院士、贾承造院士、童晓光院
士、金振民院士、张全兴院士、郑永飞院士、郭华东院士
等两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学部柴育成副主
任，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杨群所长，中国科
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沈吉所长，南京大学校长陈骏
院士，南京大学副校长谈哲敏、校长助理李成等出席庆祝
会。中国地质大学等单位、日本名古屋大学水谷伸智郎教
授发来贺信。部分校友代表、兄弟院所代表、南大相关部
处和院系负责人、离退休教师及师生代表等与会。会议由
南大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书记王洪涛主持。
陈骏校长在致辞中代表南京大学党委和行政向郭令智院士
致以生日的祝福，并对“板块构造理论学术研讨会”的召
开表示热烈祝贺。他用“智者、仁者、勇者”总结了郭令
智先生的为人。他表示，作为我国构造地质学领域的泰
斗，郭令智先生是一位学术造诣精深、学术成就卓越的智
者。郭先生时刻秉承仁爱之心，待人处事，普育英才，是
位德高望重、仁心仁爱的仁者。郭先生同样也是勇攀高
峰、勇挑重担的勇者。郭先生在科研上“敢探未发明的新

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 在南大学习、工作、生活近
五十年，他始终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引领学科建设方
向，开拓研究领域，为建设南大地质优势学科做出了重大
贡献。为了学校的稳定、改革与发展，他又在年近古稀之
年勇敢地接掌了南大校政，带领全校师生筚路蓝缕、开拓
前行，积极推进学校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陈骏院士动情
地说道，郭令智先生的大师风范、人品学问、道德文章为
南京大学广大师生树立了楷模和典范，是南京大学的宝贵
财富。号召大家要大力学习先生的精神，迎来发展的新局
面。
在随后举行的学术报告会上，各位院士就板块构造理论前
沿问题做学术报告，联袂为南大师生送上学术大餐。
郭令智，湖北安陆人，地质学家，中国板块构造和地体构
造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之一，是南京大学迄今为止最年长的
院士。1915 年 4 月出生。1934 年考取国立中央大学地质
系，1937 年抗战爆发随校西迁，在重庆沙坪坝完成学
业，1938 年毕业，留校任助教。1939 年任国立云南大学
矿冶系助教。1946 年任中国地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助
理研究员。1946 到台，任台湾大学副教授、台湾海洋研
究所副研究员。1949 年赴英国伦敦大学皇家学院做研究
工作。1951 年，回到南京大学地质系执教。1982 年后曾
任南京大学副校长、代校长、校务委员会主席。曾任中国
国家教育委员会地学学科评议组组长、地学规划组组长等
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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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金属矿床成矿机制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第一次
“石话石说”学术论坛成功召开
撰稿人：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孝磊、王博
为加强师生学术交流和凝练重要科学问题，内生金属矿床
成矿机制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近期推出“石话石说”学术
论坛。2014 年 4 月 23 日，第一次“石话石说”学术论坛
在仙林校区朱共山楼 205 会议室成功召开。本次论坛主题
为“华南花岗岩研究”，王德滋院士和陈骏院士全程参加
了下午的论坛，王汝成院长和重点实验室相关负责人出席
会议，周新民教授、法国奥尔良大学陈岩教授到会指导，
重点实验室骨干及相关老师和学生参加了这次学术论坛。

出了花岗岩研究中容易犯的误区，强调野外和基础地质工
作与现代先进分析技术结合的重要性；王汝成教授、陆建
军教授、陈卫峰副教授和我院新引进的“青年千人”李伟
强博士则分别从花岗岩成矿的“时代基因”、稀有金属成
矿的类型和机制、铀成矿的问题与思考以及成矿的非传统
稳定同位素示踪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与会的
老师和同学们对每一个报告都展开了充分而热烈的讨论和
交流。
王德滋院士对下午的会议进行了总结，指出花岗岩基础研
究的重要性，并对华南花岗岩的进一步研究提出了重要建
议。陈骏院士在论坛间隙不时插话提问；在会末，他又指
出加强花岗岩基础研究和新方法、新技术研究相结合的重
要性；告诫大家不要回避困难工作，要迎难而上，勇于攀
登科学高峰，做独创式和解决科学问题的研究工作；建议
年轻教师和学生在花岗岩研究上多提出新的基本科学问
题，加快开展工作。

本次论坛分上、下午两个半场举行，分别由王博和王孝磊
主持。上半场围绕“华南中生代构造”这一主题展开，李
祥辉教授、舒良树教授、卫巍博士（中国科学院大学）和
王勤教授围绕华南中生代构造过程、火山-沉积盆地、韧
性剪切带、花岗岩组构及其侵位机制、华南若干重要地质
问题等方面分别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与老师和同学们展
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论坛的下半场则围绕“华南花岗岩
的关键问题在哪里”这一焦点问题展开讨论，着重谈科学
问题，交流对华南花岗岩进一步研究的思路。于津海教
授、贾东教授从华南的基底研究和新元古代裂谷带的新发
现这一角度谈了基底对华南成岩成矿与油气藏的意义以及
与全球环境-生物变化的联系和考虑；徐夕生教授和王孝
磊副教授从花岗岩研究的国际前沿动态和进展提出了对华
南花岗岩进一步研究的思路和建议，徐夕生教授还特别指

本次学术论坛是在内生金属矿床成矿机制研究重点实验室
的大力推动和支持下进行的。“石话石说”论坛将持续进
行下去，为实验室和院系相关老师与学生提供自由交流的
学术平台，为凝练科学问题，提升研究队伍，扩大学术影
响，攀登科学高峰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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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生科院研究团队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发表综述论文
撰稿人：生命科学学院 科学技术处

2014 年 4 月 9 日，国际综述性期刊《化学综述》（Chemical Reviews）（5 年影响因子：45.795） 在线
发表了来自南京大学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朱海亮教授、杨永华教授两课题组合作撰写的题为
“1,3,4-噻二唑合成、反应及其在医学、农学和材料化学中应用”的长篇综述性文章
(http://pubs.acs.org/doi/full/10.1021/cr400131u)。该论文的两位共同第一作者均为研究生：胡杨
（2013 年已毕业赴美留学）和李翠云（2013 年已毕业工作）；青年教师王小明作为论文的第三作者。
《化学综述》是国际化学方面最具影响力的综述性期刊。该期刊每年发表 200 篇左右的学术论文，一般不
接受自由投稿，而是邀请在各领域有相当国际影响力的研究小组执笔，旨在对相关重大研究成果进行历史
总结、文献综述和展望，或针对当前研究热点进行评述并探讨尚未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
该综述论文篇幅较大，主要总结、概括了 1,3,4-噻二唑的结构可通过多种中间体经简单合成可获得的各
种技巧，图文并茂地详述了多种反应供体、理想原料体系的选择、多环儿和稠环儿噻二唑活性结构的制
备。并重点介绍了具有该类物质核心结构的活性分子作为医药、农药、功能材料应用的现状和趋势。含有
该类结构的分子表现出众多的潜在功能活性，在医药领域具抗生素、抗炎和止痛、抗肿瘤、抗寄生虫、抗
惊厥、抗病毒、抗菌、抗抑郁、抗氧化等活性；在农药领域具除草、杀虫、抗细菌和抗真菌、植物生长调
节等活性；在材料领域可作为光学、电化学材料等使用。经文献综合分析比较可知在多种药物、多种材料
中均寻觅到该结构的身影。最后，该文还对上述领域进行了展望，冀望后续研究工作者不断努力，能够获
知更多、更便捷的合成方法，获得更多活性优异的医药、农药和新材料的活性分子及相应体系。
该工作得到了教育部创新团队项目及国家重大科技专项课题经费的资助。

图 1：1,3,4-噻二唑癿合成，反应及应用。

图 2：1,3,4-噻二唑是一种高活性分子实体，由
其出发可获得众多重要癿功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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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动物所严俊课题组揭示癌基因 SRC-3 对肿瘤细
胞糖代谢癿调节机制
撰稿人：模式动物研究所
2014 年 2 月 28 日，国际学术期刊《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杂志在线发表了南京大学模式动物研究所严俊
课 题组 和南 京大 学医 学院 附属 鼓楼 医院 泌尿 外科 郭宏 骞课 题组 合作 研究 成果 “ Steroid Receptor Coactivator-3
Regulates Glucose Metabolism in Bladder Cancer Cells through Coactivation of Hypoxia Inducible-Factor 1
α”。该论文是以原先的固醇类受体辅助激活因子 SRC-3 对于泌尿系肿瘤--前列腺癌的发现基础上，拓宽了癌基因 SRC3 对于不受激素调控上皮组织的促癌作用的认识。首次报道了 SRC-3 激活癌细胞体内的糖酵解，加深了人们对于肿瘤细
胞代谢紊乱的机制了解。该论文的第一作者为我校博士生赵威，该论文的通讯作者为我校模式动物研究所严俊副教授和
我校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泌尿外科郭宏骞主任。
代谢途径失调是肿瘤的重要标志之一。正常细胞依靠线粒体三羧酸循环充分分解葡萄糖分子，高效地产生细胞所需的
ATP。而癌细胞则采用产能率相对低效的有氧糖酵解途径为自身供能，并产生大量的乳酸分子。将近一个世纪内，肿瘤细
胞的这一特性一直被称为“Warburg 效应”。研究肿瘤细胞中如何依赖于有氧糖酵解的分子机制，不仅可以丰富肿瘤细
胞代谢紊乱的认识，而且可以针对性治疗癌症的药物设计提供新的思路和策略。
在本项研究中，我校模式动物研究所博士生赵威、常存杰和崔阳艳等人发现在膀胱癌中过表达的癌基因 SRC-3 能够增强
肿瘤细胞的有氧糖酵解能力，而敲降 SRC-3 下调该作用。进一步的分子机理研究，揭示了 SRC-3 通过其 N 端 bHLH/PAS 结
构域与缺氧诱导因子 HIF1α结合，并辅助激活后者的转录活性，从而引发一系列参与糖酵解途径的 HIF1α直接靶基因的
表达，这些基因包括参与葡萄糖分子转运的 Glut1、糖酵解限速酶 HK2 和乳酸脱氢酶 LDHA。人类膀胱癌组织中验证了
SRC-3 和糖酵解酶的相关性。裸鼠实验进一步证实了 SRC-3 对于膀胱癌细胞的生存有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本项工
作还验证了对于 SRC-3 过表达的膀胱癌细胞，抑制糖酵解酶 HK2 和 LDHA 活性或者表达可以有效抑制膀胱癌细胞的增殖。
这些发现进一步揭示了在约有 40% SRC-3 过表达或者扩增的膀胱癌中，SRC-3 增强肿瘤细胞的“Warburg 效应”的分子
机制。而 SRC-3 过表达的膀胱癌细胞更为依赖于糖酵解途径，使得针对糖酵解代谢途径的药物可以更有效杀伤该类癌细
胞。
此项研究获得国家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教育部博士点基金和南京大学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的经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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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生命科学学院在肿瘤早期诊断相关蛋白标志物分析方
面取得重要进展
撰稿人：生命科学学院
对于日益严重的癌症问题，早发现、早治疗是降
低死亡率最为有效的手段，然而，现有临床诊断
标志蛋白往往提示病人已经进入中晚期，因而病
人常常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为此，生物医学研
究正在筛选新的肿瘤标志蛋白，并且已经发现了
一些新的蛋白标志物，因此，对于这些新发现的
蛋白标志物，如何建立准确、灵敏、简单、快速
的分析测试方法已非常迫切。
最近，《治疗诊断科技》（Theranostics）报道
了我校生命科学学院李根喜教授课题组在蛋白酶
标记物分析方面的研究成果。机体中存在多种多
样的蛋白酶，尽管蛋白酶已可作为癌症标记物应
用于临床诊断，然而蛋白酶标记物的应用还存在
指 征 特 异 性 差、 病 理分 期 相 关 度 低等 缺 点。 对
此，李根喜教授课题组利用多功能多肽，设计了
灵敏的蛋白酶检测方法，并且可用于多种蛋白酶
标记物的联合检测，以辅助前列腺癌诊断
（ Theranostics
2014,
4(7):
701-707.
doi:10.7150/thno.8803. ）。该方法使 用了一种
具有三重功能的多肽探针，并且把该探针密集固
定在可以发生电化学反应的电极表面。该探针不
仅可以被靶蛋白酶特异性地切割，而且在电极与
血液样本发生相互作用时，具备抵抗血液样本污
损电极表面的功能，不仅如此，该探针还可以诱
发淀粉样肽错误折叠，从而使其大量富集于电极
表面，最终导致电化学反应规模、强度的巨大差
异，产生明显的信号输出。利用该方法检测三种
前列腺癌相关的血浆蛋白酶水平，其结果显示酶
含量与病患病程进展有一定相关性。同时，按照
传统的病理指标对病患进行分组，罹患一般前列
腺病变、良性癌变及恶性癌症的患者之间，三种
酶含量均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尤其值得注意的
是，依据该方法所显示的结果，临床上通用的前

列腺癌筛查标记物，如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其含
量虽然确实无误地显示出恶性癌变的存在，但并
不能有效地区分一般病变与早期癌变。因此，由
于该方法还包括了更多血浆酶，如激肽释放酶 3，
的活性分析，使得这些蛋白酶的分析结果与病患
疾病的进展程度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具有重要的
癌症早期诊断价值。
另一方面，对肿瘤细胞直接进行灵敏、准确的快
速分析，对于癌症的早期诊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 。 最 近 ， 【 科 学 报 道 】 （ Scientific
Reports）报道了李根喜教授课题组另外一项研究
成果《基于磁性纳米颗粒构建可重复使用的电化
学 生 物 传 感 器 》 （ Sci. Rep., 2014, 4: 4169.
DOI: 10.1038/srep04169 ），该研究制备了癌胚
抗原抗体修饰的磁性纳米颗粒（Ab@MNPs）以及辣
根过氧化物酶（HRP）标记的 MUC-1 适体（HRPapt），并且借助抗体与适体对乳腺癌细胞的双重
识别，实现了更好的检测特异性，而 HRP 所提供
的酶催化放大信号也提供了很好的检测灵敏性。
此外，在磁场控制下，负载着识别元件和靶标物
质的磁性纳米颗粒靠近电极则完成检测，而将磁
场反转方向后，磁性纳米颗粒离开电极则完成电
极的再生利用，因此，“复杂的”功能化磁性纳
米 颗 粒 表 面 可满 足 检测 性 能 的 需 求， 而 “简 单
的”电极界面可满足使用性的需求，运用该检测
体系，可实现大范围癌细胞的检测（100～1×106
个细胞/毫升），而整个检测循环仅需要 2 分钟，
大大方便了电极的重复利用，从而有效地降低了
成本，并为批量检测提供了条件。
上述研究得到国家基金委重点项目的资助,研究工
作与上海大学合作完成，李根喜教授是论文的通
讯作者，博士研究生李昊同学和副研究员朱小立
博士分别是两篇论文的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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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使用本检测方法所检测到癿三种蛋白酶标记物在患有一般前列腺病变、良性癌变、及恶性癌症病患血浆内癿分布情况。
。

图 2: 基于多功能多肽探针以及淀粉样肽错误
折叠检测蛋白酶活性癿基本原理。

图 3: 可快速更新癿磁控乳腺癌细胞电化学检测
体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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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 Research》发表张青课题组成果揭示细胞信号新
机制
撰稿人：模式动物研究所
我校模式动物研究所张青课题组及德克萨斯西南医学中心
的 研 究 人 员 通 过 果 蝇 证 实 ， Hedgehog (Hh) 信 号 通 过
HIB/SPOP-Crn 轴 下 调 了 Suppressor of Fused
(Su(fu))。这一研究发现发表在 2014 年 3 月 7 日的《细
胞研究》（Cell Research）杂志上。该论文的第一作者
为我校研究生刘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发育
生物学系的蒋进（Jin Jiang）教授以及我校模式动物研
究所的张青教授是这篇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
Hh 信号通路是胚胎发育过程中各种组织生长和图式发育
及成人组织稳态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的发育信号通路。其
控制了从昆虫到人类各种脊椎动物及非脊椎动物众多发育
过程中的细胞生长和分化，参与了多种器官包括神经管、
肺脏、皮肤、骨骼轴向、四肢及胃肠系统的形成。此外，
Hh 信号也在干细胞的分化和干性维持中起着重要的作
用。该信号功能失常与诸如先天畸形和癌症等许多的人类
疾病相关。
目前发现的参与 Hh 信号转导的胞内因子包括转录因子 Ci
／Gli、丝氨酸／苏氨酸蛋白激酶 Fused(Fu)、Fu 抑制子
Su(fu) 、 类 运 动 蛋 白 Costal-2 (Cos2) 、 蛋 白 激 酶 A
(PKA)等。在果蝇中，Su(fu)是 Fu 激酶的一个遗传抑制因
子 ， 拮 抗 Fu 的 功 能 。 Su(fu) 和 Cos2 可 将 全 长 Ci
（Ci155）阻留在细胞质中阻止其入核从而抑制它的转录
活性；哺乳动物研究表明，SUFU 既可将 Gli 限制在细胞
质内，也可与 Gli 一起进入细胞核，通过特异性地与
Sin3-HDAC 辅阻遏复合物组件 SAP18 互作从而抑制 Gli 依
赖性的启动子转录。尽管已知 Su(fu)/SUFU 在调控 Ci／
Gli 活性中发挥保守作用，但目前对于它的调控机制还不
是很清楚。
在这篇文章中，研究人员证实在果蝇中 Hh 信号通过它的
靶蛋白 HIB 促进了 Su(fu)下调。有趣的是，研究人员发
现 HIB 介导的 Su(fu)下调依赖于其 Cul3-HIB E3 泛素连

图 1: Hh 信号通过 HIB 调节 Su(fu)。

接酶活性，但 HIB 并未直接调控 Su(fu)蛋白的稳定性。
通过基于 RNAi 的候选基因筛查，研究人员确定了剪接体
因子 Crn 是 Su(fu)水平的一个调控因子。上位分析表明
HIB 是通过 Crn 下调了 Su(fu)。此外，研究人员还提供了
证据证实，HIB 将 Crn 阻留在细胞核中，导致了 Su(fu)水
平减少。最后，他们还证实，哺乳动物 HIB 同源物 SPOP
可以代替 HIB 下调果蝇体内的 Su(fu)水平。
新研究证实 Hh 通过它的靶蛋白 HIB 调控了 Ci 和 Su(fu)
水平，由此揭示了调控 Hh 信号转导的一个新型反馈机
制。HIB 的这一双重功能有可能为微调 Hh 信号活性提供
了一个缓冲机制。
该课题研究得到了国家基础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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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S Nano》杂志精选：全球首个全碳等离子激光器问世
撰稿：科技日报 2014 年 4 月 18 日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的科学家日前在《美
国化学会•纳米》（ACS Nano）杂志上撰文
称，他们研发出了全球首个完全由碳基材
料制成的等离子激光器。该技术有望在提
高运行速度的同时，彻底改变电子产品的
外形。未来，如名片般轻薄柔软的手机甚
至能被直接印制在衣服上。
等离子激光器的大名叫表面等离子体激元
纳米激光器（spaser），实际上是一种高
效的纳米光源。它能够通过自由电子的振
动发出光束，而不像传统激光器那样需要
电磁波和占用巨大的空间。传统激光器的
运行需要放大光子，而等离子激光器则是
通过放大表面等离子体。等离子体的运用
能够使其突破传统激光器的限制，速度更
快、体积更小，让超高分辨率成像和微型
光学电路成为现实。有研究称，这种电路
比目前最快的硅基电路还要快上百倍。
负责此项研究的莫纳什大学电子和计算机
系 统 工 程 学 院 （ ECSE ） 博 士 盖 鲁 帕 辛 哈
称，与半导体等离子激光器相比，碳基等
离子激光器还将提供更多优势。
盖鲁帕辛哈说：“目前传统的等离子激光
器大部分由金、银等金属纳米颗粒和半导
体量子点制成，而我们的设备则由石墨烯
谐振器和碳纳米管增益元件组成。使用碳

意味着，这种激光器的效率更高、更柔软
便携，能够在高温下工作，并且更加环
保。根据这些特性，未来有望制造出能够
直接印制在衣服上的微型手机。目前研究
人员已经在纳米天线、电导体和波导上进
行了测试。”
物理学家组织网发表在 4 月 17 日的一篇文
章称，这项新研究还首次证实了石墨烯和
碳纳米管之间可以交互并通过光进行能量
传递。这种基于光的传导，速度极快还非
常节能，特别适用于制造计算机芯片。因
为具有极其卓越的机械、电气和光学性
能，而且还是优良的热稳定材料，能够承
受高温，石墨烯和碳纳米管能够完全胜任
很多高效、轻量级的应用。以该技术为基
础的高速芯片可以被用来替代目前大量使
用的、基于晶体管的装置，如微处理器、
存储器和显示器等。新技术能够轻易突破
硅基材料目前所面临的小型化和带宽瓶
颈。
盖鲁帕辛哈说，除了在计算机领域的应用
外，这种激光器还有望在癌症的放射疗法
上获得应用，结合纳米标记技术，石墨烯
和碳纳米管产生的高强度电场能将癌细胞
各个击破，而不伤及健康细胞。此外，在
分子检测和高灵敏度生物医学测试上该技
术也能一显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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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杂志精选：银河系近邻星系古代曾发生合并
撰稿：新浪环球地理 2014 年 5 月 5 日
据美国国家地理网站报道，天文学家发现我们银
河系的近邻仙女座大星系的两个卫星星系在古代
曾 经 发 生 合 并。 仙 女座 星 系 的 规 模比 银 河系 更
大，距离银河系大约 250 万光年。根据一项发表
在《自然》杂志上的研究，科学家们在它的其中
一个伴星系中发现一条星流，这是发生在古代的
星系合并的证据。这个星系被称作“仙女座第二
星系”(Andromeda II)，其距离仙女座星系中心
约 60 万光年。
这一发现增加了我们对星系合并现象的认识，它
展现了较小型的星系之间相互合并成为较大型星
系的过程。在本案例中发现的这种星流也同样存
在于一些大型星系，如银河系和仙女座大星系的
外侧边缘。
仙女座星系是业余天文爱好者们的首选观测目标
之一。这是一个壮观的旋涡星系，其中包含将近 1
万亿颗恒星，这已经远远超过了银河系的规模。
它的周围有超过 20 个小得多的伴星系围绕它运
行，其中就包括“仙女座第二星系”。
在本项研究中，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尼古拉•阿
莫里斯克(Nicola Amorisco)注意到在“仙女座第
二星系”内部有一组年龄较老的恒星拥有不同寻
常的运动。他说：“矮星系中的恒星一般呈随机
运动，但仙女座第二星系内并非如此。我们可以
观察到有一道星流呈现与其余恒星不一样的运动
模 式 。 这 些 运动 的 恒星 几 乎 构 成 一个 封 闭的 环
形，围绕星系的核心运行。”
而真正让天文学家感到兴奋的是，作为一个矮星
系，仙女座第二星系的质量还不到银河系的 1%，
这就使其成为已知质量最小的星系合并案例。对
这一案例的研究让科学家们得以一窥那些质量最
小的星系的形成与演化历程。
仙女座星系编号 M31，距离我们有 250 万光年，但
如果你使用双筒望远镜，它便是一个在夜空中，
尤其郊区夜晚相对容易观测的目标。秋季是观测
仙女座星系的最佳时期(但你必须住在北半球)，
但在冬季也能观测到它，但此时日落后不久它便
开始在西北方向落下。
事实上，由于 M31 的视星等达到 3.4 等，即便在
稍有光污染的郊区夜晚人们也可以用肉眼观测到

它。看上去这是天空中的一个暗淡光斑，位于仙
女座区域，距离著名的 W 形状的仙后座不远。
而当你透过双筒望远镜进行观察时，仙女座星系
才开始真正显示它的真面目。在高放大倍数条件
下，仙女座星系呈现为一个椭圆，类似纺锤形的
形状，可以占据几乎整个视野。仙女座星系与我
们的观察视线之间几乎是侧向相对，因此我们只
能以很小的角度观察这个宽度达 15 万光年的巨大
星系。而实际上，整个仙女座星系的宽度延伸可
以达到好几个满月的张角范围。
尽管仙女座星系的两个最大的伴星系即便在最小
的望远镜中也清晰可辨，但别指望能看到“仙女
座第二星系”，它的视星等仅有 14 等，即便是大
型望远镜要想对其开展观测也将是困难重重的。
在初学者们的眼中，这个星系仍然将只是一个不
起眼的小小白色光斑。
真正有意思的是了解它鬼魅般发光的原因，要知
道，它是古代一次星系碰撞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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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读者们！
为了给您提供更好的《科
技信息》，我们衷心希望
您提供建议、感想或投
稿。您的来信请寄往：南
京大学科学技术处陈晓清
（电子邮件地址
chenxq@nju.edu.cn）。
感谢您对《科技信息》杂
志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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