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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新闻

首届南京大学全新环保科技创新奖举行颁奖仪式
5 月 14 日上午，首届南京大学全新环保科技创新奖颁奖仪式在环境学院仙林大
楼举行。潘毅副校长、中国工程院张全兴院士、江苏江达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蒋
益军及环境学院相关党政领导出席了颁奖仪式。颁奖仪式由环境学院党委书记孙冶东
主持。
孙冶东书记首先介绍了出席颁奖仪式的领导和嘉宾，并把张全兴院士创立全新教
育基金的背景和首届全新环保科技创新奖的申报和评审情况做了说明。科学与技术处
李满春处长宣读了 2012 年度南京大学全新环保科技创新奖奖励决定。张全兴院士在
讲话中回顾了自己创办南京大学全新教育基金、设立全新环保科技创新奖的历程，勉
励青年学者珍惜美好年华、积极开拓创新。
潘毅副校长对获奖者表示了祝贺，他介绍了全新环保科技创新奖设立的背景，代
表学校向张院士和蒋总表达了感谢。他指出，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对生活质量的
要求日渐提高，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上至国家、下到百姓都十分关注的话题，在环保科
技领域努力奋斗、创新创业，将大有可为。仪式结束后与会领导和嘉宾和获奖的青年
教师和研究生合影留念。
南京大学全新教育基金由我校张全兴院士在 2010 年 12 月个人出资创立，旨在推
动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鼓励青年环保科技工作者积极创新，做出优异成绩。全
新环保科技创新奖奖励对象是南京大学从事环境保护科学研究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
（环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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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度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项目介绍(三)
延伸到纳米尺度，拓展了电分析化学的研究范

获奖成果名称： 微纳米尺度材料界面特性

围。

与生物电分析新方法
获 奖 情 况： 2011 年度教育部高等学校

纳米仿生界面构建方法学研究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自然科学一等奖

提出了多种组装微纳米仿生功能界面的有

主要完成人员：夏兴华 王康 陈伟 宋焱焱

效方法，创新性地以纳米粒子有序组装体和纳米

丁娅 李简 刘爱林 王翠红 李颖

结构材料构建仿生平台，其中的一步制备功能复

第一完成单位：化学化工学院

合膜和功能模块的新方法，为生物分子电子器件

内 容 简 介：

与生物传感器的制备提供了新途径。

本项成果来源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教育部博

生物分子的界面行为与生物传感

士点基金、国家重点项目的研究工作，属于微纳

系统考察了界面电场对生物分子在界面的

米表界面分析与与电分析化学的基础和应用基

组装动力学，直接电子转移，构象与催化活性的

础研究，是化学、生物与材料学科交叉的前沿研

影响，揭示了生物分子界面行为及其调控机制，

究领域。从微纳米研究平台的搭建、纳米仿生功

并研制成多个高灵敏和高选择的微纳米基生物

能界面的构筑与性质、生物分子固定化与界面行

传感单元，为仿生催化和生物传感开辟了新思

为、生物传感新方法等 4 个层面开展了深入系统

路。

的研究。基于研究新发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新

基于纳米通道质荷传输特性的生物分析新

性的微纳米电化学分析方法，总结出纳米限域条

方法

件下质荷传输的特殊规律，并研制成功一批基于

提出了孔径、孔间距阵列纳米通道的可控制

新原理、新方法的微纳米生物传感器件。研究成

备方法，以及通孔阵列纳米通道膜的剥离技术；

果将电分析化学延伸至微米-纳米尺度，推动了微

揭示了纳米尺度下物质异常扩散现象，并据此提

纳米界面新性质与新原理在分析化学中的应用。

出了基于纳米限域效应的生化分析新原理，为研

主要成果如下：

究时空限域的生化反应奠定了理论基础。

微区电化学分析方法的创新与拓展

微纳流控中质荷传输的基本性质与在生化

基于对扩散层微区理论和界面电化学反应

分析中的应用研究

机制的研究，建立了高选择性的生物电化学分析

提出了 3 种微纳流控芯片快速制备方法；建

新方法，创立了电极对微区扩散理论模型，并进

立了微混合器、微酶反应器集成的微纳流控芯片

一步研制成微型化的传感器件，通过构建特殊构

系统，为研究均相、异相酶反应动力学机制及生

型的纳米结构电极，将器件传感活性点位从微米

物分子纯化与富集等提供了有力的技术平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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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扫描电化学显微学的耦合成像模式和微通

维重建的形貌测量技术和融合多传感参量的智

道末端电场分布公式。

能光电信息传输和处理技术等三类关键技术发

本项目共发表 SCI 论文 80 篇，被 SCI 论文

明，共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 24 项、授权 12 项。

他引 1400 篇次，10 篇代表作 SCI 他引 340 余

在国际光电子学领域一流期刊发表论文 109 篇，

次，单篇最高他引 106 次，已授权发明专利 6 项。

其中 SCI 收录 43 篇，形成了一套由传感系统模
型，关键技术与应用平台构成的新技术体系。

获奖成果名称： 连续分布式多参量传感与

基于上述技术发明，课题组研发一系列仪

监测技术

器、设备的基础上，集成实现了“连续分布式多参

获 奖 情 况： 2011 年度教育部高等学校

量传感与监测”系统，并已成功应用于国防、通信、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技术发明一等奖

电力交通等重要领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73681

主要完成人员： 张旭苹 路元刚 王顺 王峰

部队、工程病 83983 部队，南京军区司令部通信

李建华 许国良 张益昕 宋跃江 王光辉 徐伟弘

处等多个部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上海铁路局、

郭亚敏 李密

南京普天通信有限公司，南京第五十五所等单位

主要完成单位：工程管理学院

得到了推广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

内 容 简 介：

益。（科学技术处 张云云）

本项目属于仪器仪表、电子信息与自动控制
技术领域，发明内容是基于光纤传感与光电图象
传感的连续分布式多参量监测系统关键技术，其
主要目标是对监测对象如铁路、桥梁、隧道、电
力电缆、通信线缆、油气管道、国防边界等关系
国计民生和国防安全的大型工程设施的温度、应
力、应变、压强、振动等信息进行大范围、全分
布式观测。在某些关键节点进行高精度三维形貌
和尺寸测量，并采用智能光电信息传输和处理技
术，对多参量传感信息进行分析，融合和集成，
形成集多传感参量的智能信息传输和处理系统，
从而通过“连续分布式光纤传感与三维光电图象
传感融合”的技术发明，实现大型工程设施的长距
离、高精度结构健康监测。
项目组以光电传感为切入点，创造性地提出
了大范围连续分布式传感与关键节点的三维高
精度传感相融合的传感与监测模式；实现了长距
离快速高分辨连续分布式传感技术、基于图象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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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北地区黄土古气候与环境研究取得新进展
中国东北地区位于东亚季风区的边缘，生态环境脆弱。那里也是我国 1980 年代
以来升温和全球降水量减小最为明显的地区之一。因此，中国东北地区有可能最大限
度的提供了反映东亚季风区环境变化敏感的地质-生物记录。风尘堆积对气候变化的响
应敏感，是过去环境变化的良好记录。但是，目前对该地区黄土堆积与环境演变的研
究较为薄弱，特别是缺少系统可靠的独立年代数据，从而导致对这一地区的气候与环
境演变过程存在较大的争议。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地表过程与环境课题组及其合作者利用光释光测年方法对
中国东北地区科尔沁沙地南缘的两个风成黄土－古土壤序列进行了高密度的光释光
测年，发现回授光释光方法适用于区域内的黄土定年研究，从而首次获得了东北地区
黄土堆积较为可靠的独立释光年代。基于光释光年代数据和古气候替代性指标分析，
他们认为东北地区科尔沁沙地南缘的黄土堆积至少始于中更新世。同时，他们还发现
科尔沁沙地在 26.2 万年左右发育了古沙层，揭示这一地区在地质历史时期至少经历
了一次沙漠化过程。与中国北方其它风尘堆积的研究成果相对比，认为这可能是中国
北方一次较为普遍的干旱气候事件，受全球气候变冷的控制。这一发现对理解我国东
北地区的气候动力过程有重要意义。图 1 为科尔沁沙地分布及剖面位置图；图 2 为研
究剖面光释光年龄随地层深度变化图。
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国际学术刊物 Quaternary Geochronology 上，研究工作得
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全球变化研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的联合资助。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弋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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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科尔沁沙地分布及剖面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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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研究剖面光释光年龄随地层深度变化图
（L 代表黄土层；S 代表古土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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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基于非共价四重氢键键锁的动态[2]索烃
最近我校化学化工学院，介观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分子有机化学研究中心王乐勇教授课题组在动态索烃的
研究中取得新进展。该课题组成功地组装了基于非共价四重氢键作用力互锁的动态索烃，弥补了以往动态索烃仅集
中于金属-配位作用的空白。相关研究论文“Novel Self-Assembled Dynamic [2] Catenanes Interlocked by the
Quadruple Hydrogen Bonding Ureidopyrimidinone Motif”发表于英国皇家化学会 2010 年新创办的旗舰杂志《化学
科学》上（Chem. Sci., 2012, 3, 1417-1421），同时荣登该杂志封底（图 1）。
自组装是自然界最普遍的规律之一，尤其在生物分子如蛋白质、DNA 中表现出重要的功能。近半个世纪以来，
人们更是不断地通过人工合成分子来探索自组装的规律，尤其是具有代表性的机械互锁分子的成功合成，它们无论
是以奇妙的拓扑美学结构，还是以其潜在的分子机器性能，都极大的吸引着众多化学家的关注。自上世纪 90 年代
中期以来，动态可逆索烃自组装逐渐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兴趣。因为动态索烃更充分地运用多层次自组装规律，通常
有着更高的合成效率（90%以上产率），以及热力学形成过程的可逆性，所以它们势必在未来的人工合成分子器件
和分子开关方面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而以往的这类动态索烃多集中在用金属中心做连接点，即借助非共价的金属
-配位作用来实现大环分子的互锁。王乐勇教授课题组受 Meijer 等人开发的四重氢键脲基嘧啶酮(UPy)模块的特殊性
质启发，在合成了一系列基于 UPy 的新型超分子聚合物材料后，另辟蹊径，又构建了一系列新型四重氢键键锁的
动态[2]索烃。该索烃的形成有赖于双功能基 UPy 分子在穿越盒状缺电子联吡啶大环分子(CBPQT4+)后的选择性环
化（图 2）。它们的出现将成为动态索烃家族的一个重要成员。
目前王乐勇教授课题组正致力于有机超分子器件的合成和组装，特别是强调（超）分子陀螺、索烃和轮烷等及
其衍生新型聚合物材料的组装与性能研究。该项研究得到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国家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和
中国教育部博士点基金的资助。（化学化工学院 肖唐鑫 李少路）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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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物理学院研制出超宽带透明金属
我校物理学院彭茹雯教授和王牧教授研究

导电率，同时又对超宽带电磁波是透明的。最新

组与美国 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 黄先荣

的实验工作于 2012 年 4 月正式发表在 Advanced

博士以及 UC Berkeley 大学张翔教授研究组合

Materials (2012) vol.24, p1980-1986 上。该论 文

作，最近成功地研制出超宽带对电磁波透明的金

第一作者是彭茹雯教授的博士生范仁浩，参与该

属材料。

工作的其他博士生还有李嘉和胡青。彭茹雯、黄

“让金属变得透明”是长期以来人们所追求的

先荣和王牧是该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

梦想，有着宽阔的应用前景。我校彭茹雯教授研
究组与校友黄先荣博士有着长期的合作研究。
2010 年, 他们首次通过第一性计算发现了具有
狭缝的金属光栅对很宽频带的光是透明的，同时
揭示了发生该现象的微观机制。该理论工作展示
了光和表面等离激元之间的相互转换，清晰地给
出了增强表面等离激元的激发和传播的途径，论
文 发 表 于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2010),
vol.105, p243901 上。黄先荣和彭茹雯是该论文
的通讯作者, 彭茹雯教授的博士生范仁浩参与了
该工作。随后，美国 UT Austin 大学的 A. Alu 等
将该透明金属理论从红外波段推广到可见光波
段，这个推广的理论工作发表于 2011 年 PRL 上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2011), vol.106,

图 1. 倾斜入射光通过一维金属光栅的透射图：
（a） 光栅表面和缝隙的光隧穿机制图
（b） 通过金质光栅的理论透射图（入射角为 84 度）

p123902)。
从 2011 年起，我校彭茹雯和王牧研究组与

超宽带透明金属的成功研制为构建宽带超构

黄先荣、张翔研究组合作，在前期理论工作的基

材料（Metamaterials）提供新思路，同时这种透

础上进一步开展系统的实验研究。最近，他们首

明金属在光信息处理和光集成等方面展示诱人

次制备出这些金属光栅，并且实验证实这些金属

的应用前景。该系列研究工作受到国家自然科学

光栅在太赫兹宽波段具有很高的透射率。实验还

基金委以及科技部的重点资助。

发现，随着金属厚度的增加，宽带高透射率的性

（物理学院 郝西萍）

质保持不变。从而这种微结构金属既具有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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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科学高峰论坛”在我校仙林校区举行
5 月 18-19 日，“能源科学高峰论坛”在我校

与未来，核能、风能和可再生资源的发展方向和

仙林校区举行。陈骏校长出席了论坛开幕式并致

应用前景等重大问题作了 15 场报告。这些报告

辞。来自全国能源科学研究、能源产业和战略管

强调要大力发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积极推动能

理领域 30 位左右的院士、专家参加。开幕式由

源科技革命，有效保障能源安全，代表了国内能

校长助理李成主持。

源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陈骏校长在致辞中说，能源是当今世界发展

能源科学高峰论坛由我校能源科学研究院

的物质基础，对世界的稳定和人类的生存至关重

主办。除主论坛外，还同时进行了太阳能相关新

要。当前，我国能源发展处于关键时期，解决好

成果展示、质子直线加速器超导腔样机展示和“全

能源问题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十分重大。他

球能源科学信息检索平台”正式对外开放等活动。

强调，南京大学向来对能源研究高度重视，特别

（新闻中心）

是在 2010 年成立了“能源科学研究院”，目的就是
要为解决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能源若干关
键问题提供智力和科技支撑。他对能源科学研究
院成立以来取得的成绩表示欣喜和肯定，并希望
我校能源研究领域工作者再接再厉，努力创造一
流的科研成果，为国家能源安全和社会可持续发
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我校能源科学研究院院长贾承造院士在致
辞中表示，我们处于一个由石油天然气能源时代
向可再生能源时代过渡的时期，这是一个能源科
技兴盛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一个漫长的、充满
挑战与机遇的时期。他表示，能源科学研究院作
为综合型的能源科学研究机构，下一步将积极应
对诸多重大能源产业和科技挑战，围绕发展清洁
能源，加大人才培养，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推动
能源研究不断深入。
在为期一天半的论坛中，与会者围绕我国能
源产业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化石能源研究的现状
9

学术论坛

十大院士共话地质学科发展
5 月 19 日下午，我校地质系学科发展高层论坛在鼓楼校区科技馆隆重举办，中国科学院李德生
院士、王德滋院士、周志炎院士、郑绵平院士、戴金星院士、贾承造院士、郭华东院士、郑永飞院士、
周忠和院士，中国工程院童晓光院士十位院士，以及教育部高教司张大良司长、陈骏校长以及地科院
相关领导及师生、校友出席了论坛。与会代表们总结了近百年来的地质事业发展过程，并共同商讨了
地质学科十二五发展规划。论坛由王德滋院士主持。
王德滋院士回顾了南京大学地质学科的发展历程，面对新的挑战、新的机遇，希望全院师生们发
挥自身优势，加强学科间的交叉渗透和融合，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努力建设一流大学的一流地质学科。
十位院士就地质学科的发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李德生院士提到石油地质学与能源地质 学要紧
密结合，培养复合型人才。周志炎院士肯定了南京大学辉煌的古生物成绩，指出现在的古生物学科亟
需加强，南大应该有自己的特色，要加强学科交流，增大师资力量，使古生物学科建设得到落实。郑
绵平院士提出抓基础教学的同时，还要密切注意发挥传统学科优势，加强新兴学科建设，培养人才要
面向国家需要以及重 视一流师资的培养四个重要问题。
童晓光院士表示虽然地质传统学科有优势，南大也要承担起对能源创新的重任。同时，他还提 出
石油系统、勘探等很多研究都离不开地球物理，要重视对地球物理学科的发展。戴金星院士被誉为天
然气之父，他向大家讲述了他决心研究天然气的心路历程：大学时没学过石油，毕业后被要求从事石
油工作，他抱着不能给母校丢脸的决心，博览石油群书后认为天然气更具前景，于是潜心天然气研究，
这一研究就是几十年。
贾承造院士认为坚守与变通是学科发展面临的问题，能源与环境是当前研究热点，要大力发展地
球物理学科，这是能源资源方向的基础学科。郑永飞院士提到南大地质学科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
是五星级学科，现在的任务是要将学科建设与任务需求相结合，培养高素质地学人才。郭华东院士提
到，国科联刚刚在伦敦发布 future earth 计划，关注全球变化和地球可持续发展，是国科联近年最大
的计划。郭院士同时强调要关注全球变化，要服务地球系统科学的发展。美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双
院院士周忠和十分赞同大家都提到的要注重发展古生物和地球物理两个学科，“新生代”的周院士提出
要注重建设古生物师资队伍，利用好的公共课吸引多方学生，重现古生物的辉煌！院士们纷纷表示愿
为母校学科发展尽绵薄之力。
陈骏校长做总结发言，他感慨道，在举校欢庆 110 周年校庆的时候，地科院十大院士聚首母校，
共同为地质学科发展查找问题，献计献策，以这样的方式庆祝校庆，是务实之举，意义非凡。陈校长
也向各位校友们介绍了南京大学的发展现状以及近期的一些喜人的成果和有力举措，同时寄希望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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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一代，希望新老学子们携手共进，再创南大新辉煌。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供稿、科学技术处摘编）

我校现代工学论坛召开
5 月 21 日，我校首届现代工学论坛在中美文化中心报告厅召开，我校常务副校长张荣，副校长
薛海林、副校长吕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何志明院士，麻省理工学院陈刚院士，台湾中研院化学所
王宽院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张翔院士等人出席了此次活动。
张荣副校长在发言中指出，作为庆祝南京大学 110 周年校庆的重要学术活动之一，南京大学希
望通过召开此次论坛推动下一代信息、材料、健康、新能源等前沿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建设具有学科
特色和符合国际化新体制的现代工学院。张荣副校长还宣读了 2010 年至今南京大学下发的若干份关
于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学科建设的通知，表明南京大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财力支
持上都高度重视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的发展，立志在南京大学这所综合性大学中，建设世界一流
的现代工学院。
我校中科院院士闵乃本也写信祝贺此次论坛的召开，表明为应对新一轮产业革命，在南京大学
建设理工合一的现代工学院十分必要而且非常迫切。
我校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是在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的基础上组建成立的，于 2009 年 12 月 30
日正式挂牌成立，2011 年随着首位全球招聘院长聂书明的正式任命，学院建设走向正轨。
聂书明院长在工作报告中介绍，目前，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正处于全面建设的发展
阶段，现已建设了四个有特色的专业系科：材料科学与工程系、量子电子学与光学工程系、生物医学
工程系以及新经教育部批准的新能源科学与工程系，成立了技术产业化、光伏工程等四个研究中心，
还有两个中心也正在筹备当中。学院拥有着一支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千人计划”教授，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在内的高水平人才队伍，同时还在
积极从国内外引进具有国际化视野和现代工程背景的高水平学者充实教师队伍。相信今后通过学院师
生的不断努力，和南京大学校领导、社会各界人士的不断支持，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一
定会发展成为国内领先，具有国际影响的一流人才培养基地、现代工程研究基地、应用成果开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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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 5 月 19 日的南京大学 110 周年校庆捐赠仪式上，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还获得了南
京大学教授、天地集团董事会主席杨休的 3 亿元捐款。我校发展委刘晓丽副主任和聂书明院长分别介
绍了 3 亿“天地发展基金”的管理使用计划。刘晓丽副主任介绍道，此次捐款将用于现代工程与应用科
学学院今后的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师资引进、科学研究等方面。聂书明院长则公布了现代工程与应
用科学学院对于基金使用的初步想法：将设立 5 位杰出教授，每位将获基金 1 千万元，每年受益 50
万元；将设立院长基金，用于招聘杰出人才和大楼、设备的维修；另外，还将在鼓楼和仙林校区分别
设立现代工学名人讲堂，促进学术交流。（新闻中心供稿、科学技术处摘编）

12

国际热点

最新顶级科学期刊精选
《Science》杂志精选：海洋盐度变化揭示 1950~2000 年间全球水循环加强
近日，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

Paul J. Durack 等将表层海水盐度作为海洋水循环

和劳伦斯利佛摩国家实验室的科学家 Paul J. Durack

即全球水循环强度的指标，建立了表层海水盐度（即转

等通过建立全球表层海水盐度与全球水循环以及全球

变的全球水循环强度）与全球气候变化的相关关系模

气候变化的关系，发现地球表面温度每升高 1℃，全球

型，并利 用近 50 年的全球 3500 多个海域表层海水盐

水循环强度增加 8%±5%，并利用 1950~2000 年海洋

度数据，预测气候变化对全球水循环的影响。研究发现，

表层海水盐度变化，得出近 50 年由于地球表面温度升

全球变暖加剧的大气水循环的强度是当前气候模型（耦

高 0.5℃导致全球水循环强度加剧 0.4%的结论。

合模 式比较计划第 3 期即 CMIP3 相关模型）所预测值

全球水循环（蒸发和降水，E-P）强度的预测一直

的 2 倍，而基于温度和大气中能够容纳的水蒸气量之间

是科学研究的难题，其很大程度上因为长期 监测的陆

的关系的理论性预测，地球表面温度每升高 1℃，全球

地蒸发量和降水量不能代表全球水循环的强度。海洋占

水 循环强度增加 8%±5%。

地球表面积的 71%，储存了地球 90%的水资源，并接

气候变暖导致全球水循环加强的直接后果之一是

受了地球 80%的降雨量和 90%的能量。 而对于海洋降

导致“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其具体表现为：在海上，

水量和蒸发量的长期监测数据却十分匮乏，且大部分数

盐度高的地方盐度越来越高，盐度低的地方盐度越来越

据源于近 30 年的卫星监测，其准确度有待商榷。因此，

低；在陆上，湿润的地区将越湿润，干旱的地区越干旱。

难以估算近几十年全球水循环的强度变化。

（中国科学报 2012 年 05 月 23 日）

《Accounts of Chemical Research》杂志精选：“人造树叶”能将水变成氢能源
据国外媒体报道，科学家近日研发出了第一款实用

两片薄膜之间，这两片薄膜会生成氧气和氢气。浸入一

的人工树叶，可在光照下将水变成氢能源和氧气。该树

瓶水中，在阳光的照射下，它就会冒泡，释放出氢气，

叶模拟光合作用过程中的绿色植物，把水和阳光转化成

可用于燃料电池进行发电。这些自给的装置可以制成电

能量，这一科研成果对生产可持续能源具有里程碑的意

力燃料，对于偏僻地方和发展中国家有很大 的吸引力。

义。相关研究报告发表在了最新一期的《化学研究述评》

诺塞拉指出，人工树叶应验了一位意大利著名化学家的

(Accounts of Chemical Research)期刊上。

设想，这位化学家在 1912 年就预言，科学家总有一天

新设备不像早期的设备那样使用昂贵的材料，而是

会揭开“植物的深奥秘密”。

由廉价材料制成，并采用了低成本的工程设计和制造流

刚开始的设计要依靠一些贵金属，比如铂

程。该研究团队的负责人丹尼尔·G.诺塞拉（Daniel G.

（platinum），也依靠一些制造工艺，这就使人造树叶

Nocera）介绍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水分解成氢气和

的成本过高。为了使这些设备可以更广泛的使用，诺塞

氧气的过程。”这款人工树叶有一个太阳光收集器，夹在

拉使用不太昂贵的镍钼锌（nickel-molybdenum-z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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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取代了铂催化剂。在叶片的另一面，钴（cobalt）

巨大增长，因此，一项研究目标就是把太阳能提供给贫

薄膜会产生氧气。诺塞拉指出，所有这些材料在地球上

穷的地区，人工树叶等发明将会给全球社会提供一条最

都是丰富的，不像稀有昂贵的铂金，以及贵金属氧化物

直接的途径，迈向可持续能源的未来。”（腾讯科技 2012

和半导体材 料，这都是其他人使用过的。他说：“到本

年 05 月 12 日）

世纪中叶，将会有约 60 亿非传统用户带来能源需求的

《Nature Nanotechnology》杂志精选：量子点所含重金属大部分会残留在动物体内
量子点通常用于生物医药研究中的成像和传感，但

被证实，而在小型动物体内，这种毒性的影响却是变化

由于其中一些组分含有重金属，量子点的毒性 引发了

的。Paras N. Prasad 等人往 6 只恒河猴的体内注射含

人们的关注。据日前出版的《自然—纳米技术》上的一

有硒镉、镉硫、锌硫重金属量子点的磷脂胶粒，浓度为

项初步研究显示，在科学家将含有重金属的量子点注入

量子点用于成像时所需浓度。

一些非人灵长类动物的体内后，实验动物虽未出 现急

由于在实验过程中，血液和生化标记物一直维持在

性中毒反应，但是化学分析显示，注射后经过 90 天，

正常范围内，且注射完成 90 天后主要器官的组织未显

动物体内肝、脾和肾中仍有大部分注射剂量残留。而要

示出异常，这意味着量子点在活体内的急性中毒反应可

想了解这些重金属的最终结果如何以及它们在灵长 类

能很微小。更进一步的结果还需延长研究周期才能获

体内的持续周期和影响，仍然需要进行更长周期的研

得。（中国科学报 2012 年 05 月 29 日）

究。
以往的研究显示，关于含有重金属的量子点的细胞
毒性的信息存在冲突之处：在细胞培养中，其 毒性已

《Nature》杂志精选：排斥极化子首次在实验室获得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5 月 24 日（北京时间）报道，

室中生成了由锂原子和钾原子组成的超冷量子气体。他

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的研究团队首次在实验中借助

们通过电磁场控制粒子的相互作用，并借助射频 脉冲

超冷量子气体，成功获得并全面分析了新型准粒子——

促使钾原子进入一种状态，使其排斥周围的锂原子。这

排斥的极化子，相关研究报告发表在同日出版的

种复杂的状态在物理上被描述为准粒子，因为在很多方

《Nature》杂志网络版上。

面，其表现得就像一个特性被修改的新粒子。通过 分

超冷量子气体是一个理想的实验模型系统，可用来

析该系统的全部能量谱，研究人员能证明排斥的极化

模拟处于凝聚态的物理现象。在这些气体中，多体态

子。该校的鲁道夫·格林姆教授谈道：“这一过程不仅能

（many-body state）能够在高度控制的情境下获得，同

获得和分析吸引的极化子，也能呈现排斥的极化子。”

时这也要求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要高度协调。

这些处于凝聚态的准粒子衰变非常快，因此一般来

吸引的极化子之前曾有研究涉及，但排斥的极化子

说很难对其进行研究。但即使在量子气体中，呈现排斥

是首次获得，将引领研究团队走进一个全新的科研领

的特性也有困难。极化子只存在于亚稳状态，它们的寿

域。为了在实验中获得排斥的极化子，研究人员在真空

命对于研究其全部属性来说十分重要。格林姆等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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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发现，较之于此前在类似系统中获取的极化子，他们

下一步，科学家将通过实验方式研究是否只有锂原

所获得的极化子的寿命增长了近乎 10 倍。因此，此次

子或者钾原子积聚的独立域，是由排斥粒子组成的量子

的实验设置为详细分析依赖于排斥相互作用的多体态

气体所创立。此前这曾在理论模型中被提出过，但还未

提供了理想的平台。

在实验领域得到验证。
（科技日报 2012 年 05 月 25 日）

《Nature Chemistry Biology》杂志精选：科学家发现合成植物角质素所需酶
科学家在日前出版的《自然—化学生物学》上撰文

与角质素合成有关，但 GDSLs 酶家族的作 用功能众

称，他们发现了合成角质素所需要的酶，角质素是一种

多，要想从中鉴定出特定的酶也变得具有挑战性。

存在于植物表皮中的聚合物。这项发现将给植物研究带

Jocelyn Rose 等人利用西红柿中具有角质素合成

来影响并为农业提供帮助。

缺陷的一种突变种类来找寻这种神秘的酶，最终发现该

植物的角质层，或称为表皮，有保持植物自身水分

酶其实属于 GDSLs 酶家族中的一种。缺少这种酶会导

的作用，同时也能保护植物不受外界侵袭。角 质层的

致底物的积累，实验结果也显示这种酶可合成带有预期

主要成分就是角质素，但是人们一直都不了解角质素是

功能的短链酯分子。
（中国科学报 2012 年 05 月 29 日）

如何生成的。先前推测认为，GDSLs 这一酶家族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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