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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文章 

刘晓峻教授课题组提出了利用高对称

性折叠空间结构中低有效声速效应来

构建具备超慢声速的流体微单元，并

通过3D立体成型技术制作了高质量的

人工Mie共振单元，系统地开展了不同

温度、气压条件下Mie共振模式激发、

等效参数反演和声场调控性能测试等

工作。 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Nature 

Materials 。  

 

 

 

 

内容提要 

物理学院、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

室、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的缪

峰教授课题组和王伯根教授课题组在石墨

烯的压电性质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详见第14页 

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脊柱外科邱勇教授带

领的研究团队在汉族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

凸遗传病因学领域取得重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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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2日，南京大学生命化学协同创新中心学术论坛在仙林校区杜厦图书馆报告

厅拉开帷幕。加州理工学院Harry Gray教授、美国Amphastar制药公司总裁Jack 

Yongfeng Zhang 博士和乔治敦大学Michael Zasloff教授分别围绕蛋白质中的电子

转移、物理和化学在制药方面的作用生命体免疫系统和自我修复等生命化学相关前

沿问题为在场同学作学术报告，并与大家亲切交流。陈骏校长、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杨振宁教授，潘毅副校长以及国际处、发展委、化学化工学院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了

论坛。 

    论坛开始之前，陈骏校长会见了杨振宁教授一行。陈校长介绍了我校近年来各方

面取得的成就，代表学校对杨振宁先生多年来关注、支持我校学术科研与建设发展表

示感谢。杨振宁回顾了南京大学的建校历程，表示南京大学是中国创校最早的高校之

一，也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 

    南京大学生命化学协同创新中心筹建于2012年5月，由南京大学联合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复旦大学、湖南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上海有

机化学研究所、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等单位共同成立。中心以“生命的化学本质”

为核心科学命题，以发展探测生命动态化学变化过程的新方法和新装置，对生命过程

进行有效的化学调控为研究方向。 

我校生命化学协同创新中心学术论坛举行  
撰稿人：新闻中心 吴晓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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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所陈镜明教授主持的国家

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结题验收获得优秀 
撰稿人：国际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所 王勤  

    2015年9月6日科技部发布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含重大科学研究计

划）2014年结题项目验收结果，我校国际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所陈镜明教授主持的

全球变化研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全球不同区域陆地生态系统碳源汇

演变驱动机制与优化计算研究》（2010CB950700）获得优秀。该项目于2010年6

月份启动，2014年12月份完成项目验收，是全球变化研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项目第一批启动的19个项目之一。 

    该项目瞄准全球碳循环研究中的国际前沿科学问题，开展了系统深入的理

论和应用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性成果，受到国际同行的

广泛重视。发展了植被聚集度指数和叶面积指数遥感反演方法，建立了具有我国

自主知识产权的双优化全球碳同化系统，构建了“遥感监测-模型模拟-大气反

演-数据同化”碳源汇协同优化计算的方法，形成了我国最详细的碳源汇清单，

明晰了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碳通量变化特征及其主要驱动因子，加深了对陆地生

态系统碳循环关键过程的认识。项目共发表了148篇SCI论文，其中影响因子高于

5.0的有9篇。发表的SCI论文总引用次数达到了344次，其中有2篇已分别被引用

30和25次。 

3 



科技信息2015年第9期（总第219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华东联络网研讨会在济南召开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施嵘   

    会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计划局王长锐局长、财务局郑仲文局长、国际合

作局冯锋局长分别作了大会报告。王长锐局长介绍了201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的申请与资助情况，以及基金工作将稳步推进管理办法，关注人才成长，提高信

息系统运行能力，探索改革创新评审工作的思路。郑仲文局长就《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作了解读，并着重强调了依托单位在改进加强科学

基金资金管理中应注意的问题。冯锋局长就加强科学基金国际合作，努力实现国

际化发展战略目标作了分析，并介绍了有关基金国际合作的进一步重点工作与

设想。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理科学部、地球科学部、信息中心等部门有关人员就

相关工作进行了交流。江西、安徽、福建、山东联络网代表分别从各自管理的经

验和特色等方面作了报告。大会还进行了分组讨论，与会人员就近期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新出台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等基金管理热点问

题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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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学自2013年始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华东地区联络网网长单位。9

月23-24日， 我校组织的201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华东地区联络网管理工作研

讨会在济南召开。本次会议由山东大学承办，来自华东六省一市（江苏、安徽、

福建、江西、山东、上海、浙江）的基金依托单位代表200余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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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第104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在南京大学召开 
撰稿人：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海岸与海岛开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海洋科学研究院  

    中国科协第104期新观点新学说学

术沙龙于8月22-23日在南京大学举行，

主题是“南极海洋生物量的物质收支-

系统演化假说”。本期沙龙由中国海洋

学会承办，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

学院协办。南京大学高抒教授、中国极

地研究中心孙波研究员和同济大学杨

守业教授担任领衔科学家，来自国家

海洋局、中国科学院研究院所和全国

高校的2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主题展

开热烈讨论。  

    南极丰富的生物资源引起了国际

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对于这些生物

资源能否被开发的问题，尚需从南极

生态系统的生物量、维持机理、系统演

化等角度进行深入探讨。高抒教授做

了引导性发言，提出了南极海洋物质

收支与生态系统行为关系的假说。与

会专家、学者围绕南极海区的高生产

力区以及物质、能量循环特征与生态

系统稳定性、南极海区的物质收支格

局与营养物质浓度水平和生态系统演

化的关系、南极生态环境变化的沉积

记录这三个中心议题进行了观点阐述

和交流互动，从多学科角度不断提出

新观点，研讨气氛热烈。  

  讨论中提出了多个重要的科学问

题和工作假说。例如： 

1.南极海域的高生物生产受绕极流及

其内圈下沉流的强烈影响，南大洋底

层水涌升不仅加强了垂向混合作用，

而且为表层生物提供丰富的营养物

质，而近岸水域的下沉流将表层的高

生物生产物质返回到深层海水中，从

而产生累积效应，因而下沉流物质组

成成为验证这个假说的关键。  

2.近岸水域生物生产与冰川冰和海冰

的动态紧密相关，其机理不仅涉及冰

山的物质供给效应，而且对低温下的

生物适应或生物生存策略也有显著影

响，两者的相对重要性尚待评价。由于

南极海域的生态系统过程极其复杂，

尚需通过建立生态系统动力模型厘清

物质和能量循环的空间分布与时间演

化以及不同时空尺度上的主控因素，

(下转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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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纳米技术重点实验室第二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顺利召开 

撰稿人：江苏省纳米技术重点实验室 科学技术处 

    2015年8月28日，江苏省纳米技术重点

实验室第二届学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我

校召开。会议由学术委员会主任李述汤院

士和科技处周元副处长主持，新一届学术

委员、江苏省科技厅条件处尤琛辉博士、李

成校长助理等出席了会议。新一届学术委

员会委员是经推荐并报省科技厅审核通过

产生的。共有17位院士、教授出任江苏省纳

米技术重点实验室第二届学术委员会委

员。 

    会议首先由李成校长助理介绍了江苏

省纳米技术重点实验室的发展历史，江苏

省科技厅条件处尤琛辉博士宣读了南京大

学聘任江苏省纳米技术重点实验室学术委

员会主任及委员的决定并颁发聘书。接着，

实验室主任邹志刚教授就实验室整体工作

情况作了汇报，唐少龙教授代表实验室研

究人员作了研究工作报告。 

    学术委员们认真听取了实验室的各项

工作汇报，并进行了审议和讨论，充分肯定

了实验室在纳米技术领域取得的研究成

果，认为本实验室研究特色鲜明，研究工作

既瞄准科学研究的国际前沿和热点，又立

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具有多个有着

先进水平的研究平台，很好地履行了省重

点实验室的职责和任务，为江苏省经济发

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为江苏省产业结构调

整培养了人才。学术委员会对实验室今后

的发展提出了几点指导性意见：第一，实

验室要紧紧围绕纳米功能材料在能源、环

境、信息技术等领域的应用开展原创性研

究，注重加强多学科交叉；第二，实验室要

以应用基础和高技术研究为重点开展创新

性研究，加强实验室成果的应用与转化；

第三，实验室应大力引进有创新性的、高素

质的优秀人才，加强技术创新团队建设，不

断完善人才队伍，优化实验室研究力量。 

探索系统演化的过程与机理。 

3.对于生态环境变化的沉积记录，应在对

比现代生产力和古生产力的测算方法的基

础上，综合采用多指标（例如常量元素同位

素、非传统痕量元素同位素、有机地球化学

指标、DNA等）进行沉积记录解译和古环

境、古生物生产反演，利用沉积记录反演主

控的过程和机理。 

    本次学术沙龙的召开从物理过程、生

态动力过程、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以及沉积

过程等多角度对南极海域高生物生产的形

成机制进行了自由探讨和交流，为加强相

关领域专家、学者的跨学科合作与交流起

到了促进作用。  

(上接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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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学校科技处按照省科技厅限额申报要求，经认真组织，我校申

报省科技厅各类项目共计127项。获得江苏省科技厅各类科技项目101项（含校

外平台14项）；总经费3778万元（含校外平台470万元）。其中：自然科学基金

（杰出青年基金项目）8项；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项；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基金项目）32项（含校外平台1项）；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7项

（含校外平台2项）；江苏省重点研发计划产业前瞻与共性关键技术项目9项

（含重点项目课题1项、校外平台3项）；江苏省重点研发计划社会发展项目3

项；江苏省重点研发计划现代农业项目1项；江苏省政策引导类计划（产学研前

瞻性联合研究项目）17项（含校外平台8项）。  

其中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我校获批数居全省第一。 经精心

组织，在各类项目基本都是限额申报的情况下，我校项目获批率达到了69%（不

含校外平台项目），创历史新高。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以培养能进入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人

选等高层次青年科技人才为目标，支持省内优秀青年科研人才面向江苏和国家

2015年度获得江苏省科技厅各类科技项目情况通报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华晔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项目负责人 经费（万元） 完成时间 

BK20150012 
过渡金属化合物高压相变及其产物的

第一性原理研究 
物理学院 孙建 100 2018 

BK20150013 
高分辨率表面等离子共振显微成像方

法研究 
化学化工学院 王伟 100 2018 

BK20150014 
通过空间分解的多波段观测探索近邻

星系中气体与恒星形成间的联系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施勇 100 2018 

BK20150015 
片上高Q光学微腔与微腔耦合系统的

制备及非线性效应研究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

学院 
姜校顺 100 2018 

BK20150016 
基于关联性分析的图像视频前景协同

分割研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郭延文 100 2018 

BK20150017 
分子磁性配合物的设计、合成及磁构

关系研究 
化学化工学院 王新益 100 2018 

BK20150018 
非金属矿物锁定土壤重金属的分子地

球化学研究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伟 100 2018 

BK20150019 
低C/N比废水处理MBBR反应器中同步

硝化反硝化的分子生态学机理 
环境学院 张徐祥 100 2018 

合计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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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开展创新研究，造就拔尖人才，培育创新团队，显著增强我省基础研究的影响力

和若干重要科学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南京大学批准8项，经费为800万元。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为2015年立项的部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

目配套经费，江苏省科技厅为项目依托部门。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以培养造就青年科研骨干、建设高水平基础研

究后备人才队伍为目标，鼓励支持青年科技人员积极投入创新活动、自由探索，在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省份中做出贡献。南京大学共申报63项，批准31

项，经费为620万元。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项目负责人 经费（万元） 完成时间 

BK20150054 
线粒体关键小分子识别机制与荧光成像

研究 
化学化工学院 郭子建 100 2018 

BK20150055 
新型二维材料的电子输运特性调控与电

子器件研究 
物理学院 缪峰 100 2018 

BK20150056 硫族纳米材料热传导的机理探究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

院 
朱嘉 100 2018 

BK20150057 
硅基中红外非线性增强和上转换探测的

机理研究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

院 
刘晓平 100 2018 

合计    400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项目负责人 经费（万元） 完成时间 

BK20150561 铁基高温超导纳米线量子特性的研究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军 20 2018 

BK20150562 基于超构表面的新原理声学器件研究 物理学院 魏琦 20 2018 

BK20150563 
准相位匹配技术在金属非线性光子晶体

结构设计中应用的研究 
物理学院 洪煦昊 20 2018 

BK20150564 
退化Lévy过程驱动的随机（偏）微分方

程若干问题研究 
数学系 宋玉林 20 2018 

BK20150565 Pt/YIG体系中自旋赛贝克效应的研究 物理学院 缪冰锋 20 2018 

BK20150566 排序论中的合作博弈问题研究 工程管理学院 张莲民 20 2018 

BK20150567 
肿瘤凋亡细胞调控的光声影像探针及其

活体成像分析研究 
化学化工学院 叶德举 20 2018 

BK20150568 
基于有序微孔固相微萃取涂层的水体致

嗅味污染物选择性检测研究 
环境学院 付翯云 20 2018 

BK20150569 
基于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中非掺杂有机空

穴传输材料的构效关系研究 
化学化工学院 刘建 20 2018 

BK20150570 
基于单个纳米振子模型的蛋白质磷酸化

反应动力学研究 
化学化工学院 方一民 20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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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项目负责人 经费（万元） 完成时间 

BK20150571 

高效Ag/TiO2/ZnTe纳米异质结光催化

剂利用紫外-可见光同时制备氢气和

氧气的研究 

化学化工学院 闫长增 20 2018 

BK20150572 
具有催化功能的多肽自组装聚集体的

理论研究 
匡亚明学院 董昊 20 2018 

BK20150573 

基于人体胃肠模拟液体外法的典型污

染区室内灰尘中铅砷的生物有效性及

人体健康风险研究 

环境学院 历红波 20 2018 

BK20150574 

基于芯片式、离子液体电化学传感器

的智能气体检测仪的研发及其对呼吸

中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实时监测 

化学化工学院 秦兴才 20 2018 

BK20150575 
巨噬细胞功能性极化介导脂肪细胞变

异的分子机制 
生命科学学院 丰秀静 20 2018 

BK20150576 
太湖流域（江苏片区）农业系统氮流

时空演化规律研究 
环境学院 庞爱萍 20 2018 

BK20150577 
新疆兴地地区早前寒武纪变质杂岩体

的原岩属性与地壳生长机制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葛荣峰 20 2018 

BK20150578 
连云港近岸钚同位素的主要来源与迁

移途径研究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徐仪红 20 2018 

BK20150579 
利用遥感监测长江三角洲森林物候变

化对碳-水耦合过程的影响 

国际地球系统科学研究

所 
金佳鑫 20 2018 

BK20150580 
氨基酸调控TiO2晶型结构及其光催化

活性研究 
环境学院 王冰 20 2018 

BK20150581 
具有淀粉样蛋白结构的新型有机无机

复合材料的研究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

院 
邓正涛 20 2018 

BK20150582 
氯胺化过程中新型消毒副产物碘代硝

基苯酚的生成及转化分解 
环境学院 龚婷婷 20 2018 

BK20150583 

石墨烯/金属氧化物三维纳米层状复

合结构可控制备及其柔性超级电容储

能机理研究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

院 
铁祚庥 20 2018 

BK20150584 
秦淮河流域城市化对洪涝调蓄能力的

影响及敏感性研究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宋松 20 2018 

BK20150585 
等价元素-受主共掺增强氧化锌p型导

电机制的研究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汤琨 20 2018 

BK20150586 基于分布的机器学习方法及理论研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高尉 20 2018 

BK20150587 MDP相似性度量与终身强化学习研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王皓 20 2018 

BK20150588 
面向移动流媒体服务的网络编码方法

研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唐斌 20 2018 

BK20150589 中断驱动系统的建模与分析 软件学院 潘敏学 20 2018 

BK20150590 
艾拉莫德抑制IL-17信号改善实验性

自身免疫性脑脊髓炎的机制研究 
生命科学学院 罗琼 20 2018 

BK20150591 
糖皮质激素对足细胞特异的转录调控

机制研究 
医学院 杨敬平 20 2018 

合计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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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以获得基础研究创新成果为主要目的，着眼于总体

布局，突出重点领域，凝聚优势力量，激励原始创新，提升我省基础研究整体水平。

南京大学共申报面上项目35项，批准25项，经费为250万元。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项目负责人 经费（万元） 完成时间 

BK20151374 频率下转换非线性Cherenkov辐射的研究 物理学院 胡小鹏 10 2018 

BK20151375 
基于谐振管的声超构材料的理论与实验研

究 
物理学院 范 理 10 2018 

BK20151376 
量子规范场论中与动量角动量分解相关的

一些理论问题的研究 
物理学院 孙为民 10 2018 

BK20151377 
几种环境响应手性光电功能材料的设计合

成与机理研究 
化学化工学院 李承辉 10 2018 

BK20151378 
氯代阻燃剂-得克隆的植物效应及其根际

修复机理研究 
水科学研究中心 谢显传 10 2018 

BK20151379 氢胺化构筑alpha-季碳胺的反应研究 化学化工学院 程旭 10 2018 

BK20151380 
空间临近的酸中心对果糖脱水反应的协同

促进机制 
化学化工学院 薛念华 10 2018 

BK20151381 
规整介孔氧化锰合成表征及催化氧化性能

研究 
环境学院 万海勤 10 2018 

BK20151382 
稀土基氧化物纳米催化剂的气氛、变温原

位高分辨电镜研究 
现代分析中心 邓昱 10 2018 

BK20151383 
原子分辨Ptychography低压电子相干衍射

成像技术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

学学院 
王鹏 10 2018 

BK20151384 
组胺对底丘脑核神经元的作用及其在躯体

运动调控中的功能意义 
生命科学学院 庄乾兴 10 2018 

BK20151385 
重金属对包气带中高分子量多环芳烃生物

修复及降解菌运移的影响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

院 
徐红霞 10 2018 

BK20151386 

气候变化下热带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耦合

关系及其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影响的机制研

究 

大气科学学院 胡海波 10 2018 

BK20151387 
长江中下游典型地区大气水汽中稳定同位

素与梅雨水汽输送过程研究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

院 
庞洪喜 10 2018 

BK20151388 
基于众包模式的决策支持关键方法与技术

研究 
商学院 陈曦 10 2018 

BK20151389 基于云计算的无线网络资源分配方法研究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

院 
王少尉 10 2018 

BK20151390 
面向真实复杂环境的RFID室内定位与行为

感知机制研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系 
谢磊 10 2018 

BK20151391 
少快拍宽带阵列高分辨空间谱估计方法研

究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

院 
柏业超 10 2018 

BK20151392 应用感知的数据中心资源调度技术研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系 
钱柱中 10 2018 

BK20151393 电磁超表面材料的电磁波反射调控研究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

院 
姜田 10 2018 

BK20151394 
化合物梣酮对溃疡性结肠炎的肠上皮保护

新机制及其治疗效应 
生命科学学院 吴雪丰 10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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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重点研发计划（产业前瞻与共性关键技术） 

省重点研发计划（产业前瞻与共性关键技术）旨在围绕《江苏省“十二

五”科技发展规划》和科技创新工程实施方案，推进战略高技术部署和前瞻性

新兴产业发展，进一步强化目标导向和产业技术创新的组织，着力加强产业前

瞻性技术研发、重大共性关键技术攻关以及在典型行业的技术开发应用，形成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抢占产业技术竞争制高点，引领未来产业创新

发展和支撑优势产业整体提升。南京大学申报8项，批准6项（含重点项目课题1

项），经费为698万元。  

省重点研发计划（社会发展） 

省重点研发计划（社会发展）旨在围绕人口健康、生态环境和公共安全等

重点领域的重大科技需求，加强社会公益类研究和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大

力实施社会发展重大科技示范工程，着力提升科技惠民的能力和水平，为建设

幸福江苏和美丽江苏提供科技支撑。 南京大学申报5项，批准3项，经费为150

万元。 
(下转第 44 页)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项目负责人 经费（万元） 完成时间 

BK20151395 

GGPPS特异性调节肝星状细胞活性调控 

化学性肝损伤导致的肝纤维化机制研

究 

医学院 薛斌 10 2018 

BK20151396 
KDM6A和Pten双缺失形成转移性激素抵

抗前列腺癌的小鼠模型 
模式动物研究所 严俊 10 2018 

BK20151397 
海洋共生真菌产生的新型抗口腔厌氧

病原菌化合物的发现与作用机制研究 
生命科学学院 焦瑞华 10 2018 

BK20151398 

Hedgehog-Wnt信号通路参与特发性肺

纤维化发病的分子机制探讨及疾病干

预的基础研究 

医学院 韩晓冬 10 2018 

合计       250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项目负责人 经费（万元） 完成时间 

BE2015151 
基于透射原理的大气能见度与湍流强

度同步监测系统研制 
大气科学学院 韩永 118 2018 

BE2015152 
基于高精度三维重建的多视场融合与

异常事件实时感知系统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

院 
都思丹 120 2018 

BE2015153 
小矩阵扫描结构LED显示驱动芯片及新

型显示控制平台研究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

院 
潘红兵 120 2018 

BE2015154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现代教育云服务平

台及关键技术研发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系 
窦万春 120 2018 

BE2015155 
环境及工业过程监控用高灵敏度、高

可靠性GaN紫外光电探测器研制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

院 
陆海 120 2018 

BE2015003-2 
高灵敏度气体污染探测用激光光源的

关键技术研究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

学学院 
吕新杰 100 2018 

合计    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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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材料》发表我校刘晓峻教授课题组最新研究成果  
  撰稿人：物理学院 许跃枫 

     

    我校近代声学重点实验室刘晓峻教

授课题组在声学人工超构介质对声场的

调控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相关研究成果以

《基于人工Mie共振的超稀疏声学超表面

及低频声波强反射》（Ultra-sparse 

metasurface  for  high  reflectionof 

low-frequency  sound  based  on 

artificialMie  resonances）为 题 于

2015年9月1日在线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

杂 志《自 然 · 材 料》（http://

www.nature.com/nmat/journal/vaop/

ncurrent/full/nmat4393.html, 

DOI:10.1038/nmat4393）上。程营副教授

为论文的第一作者，刘晓峻教授为论文的

通讯作者。 

    以小尺寸结构有效调控大波长低频

声波是声学研究中的难题。近年来，超构

介质的概念被引入至声学研究中，人们发

现通过构造具有特殊功能的人工单元来

模拟分子对声场的响应，可以在亚波长尺

度层次上形成对声波的有序调制，并获得

与自然材料声学特性迥然不同的声学超

构介质，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目前，声

学超构介质的设计大多基于LC共振单元，

存在损耗高、结构复杂、特异性质有限等

不足。近期的理论研究发现，通过将声学

“软”质微共振单元嵌入到“硬”质基体

材料中可以获得声学Mie单极子和偶极

子，进而构造出高性能新型声学超构介

质。然而该设想的实验实现受到软微粒在

致密流体介质中有效寿命短、形态稳定性

差、难以规则排列等限制。特别是自然界

中尚不存在声速较空气低很多的稳定流

体，影响了Mie共振单元在空气中声传播

的应用。 

    刘晓峻教授课题组提出了利用高对

称性折叠空间结构中低有效声速效应来

构建具备超慢声速的流体微单元，并通过

3D立体成型技术制作了高质量的人工Mie

共振单元，系统地开展了不同温度、气压

条件下Mie共振模式激发、等效参数反演

和声场调控性能测试等工作。研究结果表

明，该单元可有效激发强烈的声学Mie共

振，并且展现出丰富的单极子、偶极子、

四极子、八极子等一系列经典的Mie共振

模式（见图1）。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

单极子Mie共振可以产生负的有效体模

量，而偶极子Mie共振则会实现负的有效

动态质量密度。利用该单负材料特性，课

题组构建了一种亚波长厚度、大单元间隔

的超稀疏超表面，成功获得了低频声波的

强反射效果，为突破传统声学理论中低频

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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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声需要大厚度、无间隔、高密度固体层的

限制提供了一种新方法。 

    论文在评审过程中得到多位审稿人的

高度肯定，尤其是该工作首次实现了空气

声的人工Mie共振单元，在超分辨率声成

像、低频声滤波、超声无损检测等方面有望

得到重要应用。一位审稿人评论到“该工

作为构建人工Mie共振开辟了新的途径，有

望在诸如声屏障和声隧道传输（见图2）等

方面得到应用。”。 

    该项工作得到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2012CB921504）、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

协同创新中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教育

部博士点基金优先发展领域项目的支持。 

图1：单元可产生空气声学Mie共振模式的场分布。a-e，人工单极子、偶极子、四极子、八极子和

第二单极子模式。第一/二行所示为声压/相位场分布，第三行箭头所示为等效物理模型中的位移分

布，第四行所示的远场模式与场分布一致。 

图2：基于人工Mie共振的声隐身/隧穿。a，左上：声波被刚性物体（阴影区域）散射后的声场，

白色箭头指示声波传播方向。左下：刚性物体被人工Mie共振单元构成的零密度超构介质包覆后的

声场分布。注意斗篷厚度较大，与传统设计类似。右图：仅使用两层Mie共振单元的超薄声隐身斗

篷。b，经过120º弯折狭缝的声隧穿。注意使用一排Mie共振单元后能量传输效率为87.5%（右

图），而没有采用Mie共振单元时仅为3%（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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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通讯》发表缪峰教授、王伯根教授课题组 

石墨烯压电性质研究重要进展 
撰稿人：物理学院  

    我校物理学院、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

心的缪峰教授课题组和王伯根教授课题组在石墨烯的压电性质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

展，相关论文以“The positive piezoconductive effect in graphene”为标题，于

2015年9月11日发表在《自然-通讯》杂志上 (Nature Communications 6, 8119 

(2015)，www.nature.com/ncomms/2015/150911/ncomms9119/full/

ncomms9119.html)。该工作主要由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大）合作完成。

邢定钰院士直接参与和指导了本文的工作。我校物理学院博士生徐康开展了实验工

作，中科大博士生王科和我校物理学院赵为博士进行了理论工作，通讯作者是南京大

学缪峰教授、王伯根教授及中科大乔振华教授。 

    作为自然界最薄，同时具备优异导电性和弹性的材料，石墨烯不仅在后摩尔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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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器件领域受到广泛的关注，并且在纳

米机电系统方向也展现了巨大的应用潜

力。同时，二维材料体系依靠层间的范德

瓦尔斯力堆叠而成，导致了它们的电子结

构和电学性质受层间耦合作用影响很大，

然而层间耦合作用对二维材料机电性质

的影响却鲜有报道。 

    该工作首先利用微加工工艺在二氧

化硅衬底上制备了一系列微米尺度沟道，

再利用机械解理法得到了不同层数的悬

浮石墨烯，最后利用可校准掩膜板工艺成

功制备了悬浮石墨烯电子器件。该方法避

免了传统湿法工艺的缺点，可得到高质量

的悬浮石墨烯器件（图a），为石墨烯本征

压电性质的测量提供了器件基础。利用基

于原子力显微镜构建的压力调制电导显

微镜技术（图b），系统研究了从单层到多

层悬浮石墨烯的压电性质，首次发现了多

层（层数大于或等于2）石墨烯中正的压电

电导效应，并发现该效应在三层石墨烯中

表现最明显（图c）。基于非平衡格林函数

和第一性原理计算的理论研究表明，这个

新奇的现象来源于石墨烯层间耦合作用

和层内电子跃迁的相互竞争（图d）。单层

石墨烯体系里只有层内的电子输运，因此

表现出负的压电电导效应；而多层石墨

烯体系由于存在层间耦合作用，并且该耦

合作用受到层数和应力的调控，最终表现

出跟随层数和应力变化的正的压电电导

效应。该项工作丰富了人们对石墨烯的本

征机电性质的理解，并指出石墨烯层数在

构建基于石墨烯的纳米机电系统和柔性

电子器件中的重要作用。基于这项发现，

课题组已申请国家发明专利一项。 

    该工作为该课题组继今年5月报道的

二硫化铼（ReS2）研究进展（Nature Com

munications 6, 6991）之后，在二维材料

电子输运及器件领域取得的又一重要进

展（www.nature.com/ncomms/2015/15050

7/ncomms7991/full/ncomms7991.html）。 

    相关研究得到科技部“量子调控”国

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青年科学家专题）

项目、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973计划）、江苏省杰出青年基金、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协同创新计划等资

助。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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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通讯》发表我校邱勇教授团队重要研究进展 
撰稿人：医学院  

我校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脊柱外

科邱勇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在汉族青

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遗传病因学领域

取得重要发现，相关成果以原创性论

著(Original Article)的形式发表在

《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杂志上。该工作由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

医院、香港中文大学附属威尔斯亲王医院、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脊柱侧凸联合研

究中心合作完成。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朱泽章教授、徐磊磊医生和香港中文

大学邓亮生教授共同完成了全基因组芯片数据分析验证和论文撰写。通讯作者分别为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邱勇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郑振耀教授。 

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凸（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AIS）是一种病因

至今未明的三维畸形，发病率约为2%-4%，目前全世界有逾千万AIS患者。作为全球最

大的脊柱侧凸矫形中心，鼓楼医院脊柱外科已成功为数千位AIS患者进行手术矫形。

为进一步探索AIS病因学基础，邱勇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收集了中国长江流域及香港

地区总计4317例AIS患者以及6016例正常对照者DNA（为目前全球已知最大的AIS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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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库），首次利用全基因组芯片技术定位了4个与汉族AIS发病相关的易感基

因，包 括 1p36.32  AJAP1，2q36.1  PAX3，18q21.33  BCL-2 和 10q24.32 

LBX1AS1。上述基因分别与肌肉、软骨发育及细胞凋亡等通路相关，从而为AIS

病因学提供了新的线索，并为未来AIS个体化诊疗提供理论基础。 

两校在此方面的合作研究是基于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脊柱侧凸联合研究

中心成立。中心于2006成立，是目前大陆与香港联合的首家专门从事脊柱侧凸

相关研究的学术机构。中心依托两校和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在脊柱外

科领域的科研力量，深入开展脊柱侧凸的病因学研究，并于每年的1月份召开双

方科研团队联合会议沟通彼此研究最新进展。在过去近10年中，南京大学-香港

中文大学脊柱侧凸联合研究中心为AIS病因学研究方面作出大量贡献，分别从遗

传病因学，异常生长发育模式，内分泌相关信号通路和神经系统发育等方面对

AIS的发生和进展作出诠释，逾50篇文章分别发表于J. Pineal Research, 

Spine, European Spine J.和Spine J.等杂志。而本次GWAS定位了新的汉族人

群AIS致病基因。此外，由于本研究纳入较为完善的病人表型资料，在国际研究

中首次提出可显著影响AIS患者表型的基因位点，为今后进一步研究汉族AIS患

者的发病机制起重要作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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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波的单向操控是近年来的一个研究热点。然而，传统的声学单向传输通

常是通过在声路径上放置一层（或多层）特殊设计的体材料（例如声子晶体、

声栅格或其他声学超构材料）来实现。这将不可避免的导致声路径受到部分或

完全的阻塞，造成背景媒质的间断。若能在实现声学单向传输的同时允许其它

物体（如背景媒质或其他能量流）通过，达到通风或可视的特殊效果，不仅对

声单向操控的研究领域有着重要科学意义，更将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为解决传统设计中声路径受到阻塞的难题，课题组采用了一种全新的物理

机制，巧妙地在通道内壁上敷设了声学超常表面，利用其特殊的反射特性对通

道中声波的路径产生了不对称的操控（见图1a）。超表面是近年来新出现的光

学/声学元件，通过引入相位和振幅的突变，可实现对光波/声波的丰富操控方

式。设计中采用了课题组先前提出的一种具有简单构造方式及高分辨率的声学

超表面结构[Sci. Rep. 5, 10966 (2015)]，通过在平面下设计一系列深度受

物理学院程建春课题组在Appl. Phys. Lett.发表封面文章 
撰稿人：物理学院   

    南京大学物理学院声学研究所程建春课题组在

声学单向传播研究方面取得进展, 最新工作于2015

年9月14日作为封面文章（Featured Article）在

Appl. Phys. Lett.  发表 [Appl. Phys.  Lett. 

107, 113501 (2015)]。论文第一作者为博士生朱一

凡。共同通信作者是梁彬教授。该工作提出了 “声

学单向隧道” （Acoustic one-way tunnel）的设计

思想，首次在一个完全连通的、具有平直形状内壁的通道中实现了声波的单向

传输，并成功的制备了原理性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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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调制的亚波长单元（见图1b）来实现表面相位的精确调控。声学单向隧道一侧

的壁面上包含两种不同梯度的超表面组合，可对沿两个方向正入射的平面声波实

现非对称的异常反射，其路径可以利用解析方法来定量分析。通过对结构参数进

行适当设计，可在该声学隧道中实现正向入射声波可以穿透、而反向入射声波基

本被反射的单向效果。 

    图2为数值模拟和实验测量结果的对比，可以看出所设计的声学通道可以对

两个相反方向入射的声波实现高效的单向操控，验证了上述设计思想的正确性。

这种声学概念性器件为声学单向器件的设计带来了新的可能性，有望在管道噪声

控制、隔声窗设计及建筑声学等重要场合产生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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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图1（a）声学单向隧道示意图（b）利用超表面实现非对称传播的原理示意  

图2数值模拟和实验结果：正向和反向的声压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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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校物理学院吴兴龙教授课题组在半导体β-FeSi2纳米晶强室温铁磁

性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研究成果"Strong Facet-Induced and Light-

Controlled  Room-Temperature  Ferromagnetism  in  Semiconducting  β-

FeSi2 Nanocubes"在线发表于2015年8月24日 J. Am. Chem. Soc. (http://

pubs.acs.org/doi/ipdf/10.1021/jacs.5b06507)，论文第一作者是硕士研究

生何志强同学，通讯作者为吴兴龙教授，这项工作的理论计算由熊诗杰教授完

成。 

    半导体材料利于实现自旋器件的集成制造，因此建立在半导体材料基础

上的自旋电子学一直是当前研究的热点，其主要目标之一是探索强、室温的磁

性半导体材料。对于掺杂的 Ⅲ-Ⅴ族稀磁半导体，其居里温度低于室温，而对

于宽禁带磁性半导体，一些报道表明其居里温度可高于室温。但磁性杂质的固

物理学院吴兴龙课题组在半导体β-FeSi2立方纳米晶面

诱导和光可控的强室温铁磁性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撰稿人：物理学院 沈剑沧   

图1 立方体形貌的β-FeSi2颗粒和形貌及尺寸依赖的室温强的铁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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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度低，仅展示较弱的磁性，且结果的重复性差，磁性机制不确定。因此获得具有强、稳

定的室温铁磁性半导体材料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应用价值，也成为了当前面临的一大挑战。 

    β-FeSi2作为一种环境友好的半导体材料，在光电和光伏应用方面已经吸引了广泛的

研究兴趣。近期研究表明，不同形貌的β-FeSi2磁性也有显著的差异。这个工作中，吴兴龙

教授课题组通过简单的一步化学气相沉积法，合成了具有两个{100}面和四个{011}侧面的

β-FeSi2纳米立方体颗粒。实验测量表明，该立方体颗粒具有高达15emu/g的饱和磁化强度

以及大约800K的居里温度，谱学分析显示了该材料不包含杂质相，因此，成功实现了强、

室温铁磁性半导体材料的合成。进一步的磁性测量显示了磁性来源于β-FeSi2相，且和晶面

取向及颗粒尺寸有明显的依赖关系。第一性原理计算，确定了{100}和{011}两组晶面的自

旋组态，显示了表面铁原子具有较大的磁矩并呈现出铁磁排列，这些特定的表面在费米能

级附近引入了自旋向下的部分占据带以及自旋向上的空带，表面铁原子层附近的局域磁矩

与表面态巡游电子的相互作用是强铁磁性的起源。此外，β-FeSi2颗粒的磁性对光有灵敏的

响应，光照能够有效地改变磁性，这为材料在自旋电子学方面的应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立方体形貌β-FeSi2展示的磁性特性为其他非磁半导体材料，通过暴露特定晶面从而

引入磁性提供了有益启示，该材料集表面铁磁性、半导体性以及自旋极化特性于一身，是

开发半导体自旋电子器件的上选材料，对半导体自旋电子学的应用发展具有很好的促进作

用。该工作得到了科技部“973”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支持。  

21 

图1 立方体形貌的β-FeSi2颗粒和形貌及尺寸依赖的室温强的铁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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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化学领域顶级期刊—英国

皇家化学会的《化学学会综述》（影响

因子：33.38）在线发表了我校化学化

工学院刘震教授研究团队撰写的题目

为“Boronate affinity materials 

for  separation  and  molecular 

recognition:  structure, 

properties and applications”的综

述论文（Chem.  Soc.  Rev.  2015, 

DOI: 10.1039/c5cs00013k）。 

    硼亲和材料，尤其是用于分离和

分子识别的硼亲和材料，在近十年取

得了显著进步，在性能上突破原有水

平，在应用上已扩展到多个重要领域。

刘震研究团队在硼亲和材料的研究方

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已在化学领域顶

级期刊德国《应用化学》（Angew. 

Chem. Int. Ed., 2009, 48, 6704-

6707;  2013,  52,  7451-7454; 

2014,  53,  10386-10389;  2015, 

54, 6173–6176; 2015, 54, 10211-

10215 (VIP)）和英国《化学科学》

（Chem.  Sci.,  2012,  3,  1467-

1471;  2013,  4,  4298  –  4303; 

2014,  5,  1135-1140;  2014,  5, 

4065-4069）上多次发表高水平研究论

文，已申请发明专利14项（已获授权7

项）。这些研究成果产生了重要影响，

得到了学术界及工业界的好评与关

注；Chemistry World和LCGC 等杂志

专题介绍了相关工作，多家公司对相

关材料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获John 

Wiley、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和Springer等出版社的邀

请撰写专著和专章。该论文批判性地

评述了该领域的最新进展，着重介绍

了近10年中硼亲和材料的理论进展和

新颖硼亲和材料，特别地讨论了配基

和支撑材料的结构对材料性质的影

响，介绍了这些硼亲和材料在亲和分

离、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疾病诊断

和适配体筛选等多个领域中的应用。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为博士生李道

金。该工作得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国

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973计划）的经

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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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化工学院潘毅教授课题组在手性含氟化合物合成方面取得新进展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单质氟是化学性质最活泼、氧化性最强的物质，能同几乎所有其他元素化合，自然

界中不存在游离状态的氟，它以离子的形式广泛存在于萤石（CaF2）和冰晶石（Na3AlF6）

中。虽然地壳中氟元素的丰度排在第13位，是自然界中含量最丰富的卤素，然而天然有

机含氟化合物却很少。由于氟原子具有最强的电负性，较小的原子半径和较低的极化率，

氟原子的引入会导致化合物产生独特的物理、化学及生理性质。因此，含氟化合物的制

备和应用研究引起了科学家们广泛的兴趣。手性含氟化合物的制备，尤其是手性含氟季

碳中心的构建，一直是有机氟化学领域的一个热点和难点。目前，全世界的药物市场上

有至少25%的药物分子中含有氟元素，畅销排行榜前五位的药物中，含氟药物占了三席。 

    我校化学化工学院潘毅教授课题组长期从事于手性含氟分子的制备及其应用研究。

近期，他们首次合成了α-氟代的苯并环酮类含有偕二醇结构的分子（如图1），并对其

一系列的化学反应性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实验表明，在碱性条件下，该类分子通过原

位脱除一分子三氟乙酸来形成烯醇离子的活性中间体，在二价金属铜与手性双噁唑啉配

体形成的配合物催化下，能够对醛类化合物进行不对称的Aldol加成反应。在温和的反应

条件下，通过该反应能够高产率、高立体选择性地得到α-氟代-β-羟基酮类产品（如图

2）。该工作的发表，为手性含氟化合物的制备，特别是手性含氟季碳中心的构建，提供

了一条新的路径。 

    该论文发表于Angew. Chem. Int. Ed. 2015, 54, 6019-6023 （DOI: 10.1002/

anie.201500908），论文第一作者为2013级博士研究生谢晨同学。该工作得到了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资助。 

图1. α-氟代的苯并环酮类含有偕二醇结构的分子的制备 

图2. α-氟代的苯并环酮类含有偕二醇结构的分子对醛类化合物的不对称Aldol加成反应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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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聂越峰教授在氧化物外延薄膜准二维电

子态研究上取得进展 
撰稿人：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我校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固体

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微结构科学

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的聂越峰教授与美国

康奈尔大学以及以及意大利CNR-SPIN合

作，在复杂氧化物准二维电子液体研究方

面取得重要进展，其研究成果 《Formation 

and  Observation  of  a  Quasi-Two-

Dimensional dxy Electron Liquid in 

Epitaxially  Stabilized  Sr2−xLaxTiO4 

Thin Films》于8月28日发表于《物理评论

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15, 

096405  (2015),   DOI:  10.1103/

PhysRevLett.115.096405）。 聂越峰教授

为该论文的第一作者，文章第一单位为南

京大学，通讯作者为康奈尔大学Kyle Shen

教授，通讯单位为康奈尔大学物理系。 

    过渡金属氧化物中因电子间的关联相

互作用可形成丰富而新奇的量子现象，比

如庞磁阻及零电阻的高温超导态等。在薄

膜与界面的准二维结构中，因维度的限制

可形成更为丰富的物理现象，比如近年来

新发现的在绝缘体LaAlO3/SrTiO3界面中的

二维电子气以及单层FeSe/SrTiO3薄膜中

的高温超导态。这些二维电子态具有优异

的物理性质，比如二维电子气中较高的电

子迁移率以及FeSe／SrTiO3中较高的超导

相变温度等。然而，这些物理现象的内在物

理机理还并不清楚，是近年来凝聚态物理

领域的研究热点。 

    南京大学、康奈尔大学以及意大利CNR

-SPIN的合作研究团队利用自身在复杂氧

化物分子束外延薄膜制备以及原位电子结

(下转第 26 页) 

Fig1. 层状类钙钛矿Sr2TiO4中电子声子耦合

和掺杂缺陷共同作用下的量子化半局域二维

电子态的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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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等离子体激元的研究将微纳光

子设计带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表面等离子

体场的矢量特征使得金属纳米结构可以在

非常薄（亚波长）的尺度下进行光场的偏振

控制成为可能。许多微小型偏振器件已经通

过金属纳米结构研制成功。然而，这些器件

大多数功能都相对简单，通常只能完成单一

的或非常有限的偏振调控。这大大制约了这

类光子器件的信息容量和处理能力。  

    我校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李涛教

授和祝世宁院士指导博士生李林，通过精妙

的等离激元结构设计，实现了一种高度通用

的偏振产生器，它可以将单一偏振输入的光

束同时转换成多种（理论上无数种）偏振态

以特定的多光束输出。其基本原理是利用了

两束互相正交传播的表面等离激元（SPP）波

的纵向分量（沿平面）的干涉效应来实现的。

面内正交传播SPP纵向场在平面内由于其相

位关系，可以在不同位置合成出不同类型面

内矢量偏振态。此时，通过合适的位置的衍

射单元，就能够获得满足特定偏振态的散射

波前，从而实现特定偏振光的波束（见图

一）。李林等通过一系列实验，成功地验证

了该原理的可行性。作为举例演示，他们精

心设计了一种结构样品，成功实现了具有八

种偏振态的多聚焦光束（见图二）。其中每

个焦点的偏振态都经过验证。该设计提供了

一种全新的方法来达到光子偏振态的完全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李涛教授等离激元研究取得新进展 
撰稿人：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图一、（a）偏振重构产生过程的示意图。插图是

SPP纵场（平行分量）的偏振状态与入射的RCP光

场分布。针对特殊光束的散射单元设计：（b）平

面波散射和（c）聚焦光束散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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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为光子信息处理技术开拓了新

的途径。 

    该项工作近期发表于Nature子刊

Light: Science & Applications 4, 

e330 (2015)。该刊物目前影响因子为

14.6，居86种光学类刊物的第二位（仅

次于Nature Photonics）。刊物编辑就

此成果还做了题为“Plasmonics: 

highly  versatile  polarizer”的

summary新闻报道。该项研究得到科技

部重大研究计划（量子调控项目），国

家自然科学优青项目、面上项目，南京

大学登峰人才计划，南京大学博士生

提升计划，以及江苏省优势学科的支

持。   

26 

构测量方面的积累和领先优势，另辟蹊

径，在层状类钙钛矿结构Sr2TiO4中实现了

准二维电子液体。实验发现电子－声子耦

合作用与掺杂离子缺陷之间存在很强的

相互作用，导致了量子化的半局域二维电

子态。该研究成果为解释LaAlO3/SrTiO3二

维电子气中载流子浓度远低于理论预测

值的成因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机理解释。另

外，该工作观测到Sr2TiO4电子态中的电

子－声子耦合现象对利用层状类钙钛矿

结构材料体系探索单层FeSe薄膜的高温

超导相变机理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该项工作得到中组部“青年千人”计

划，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

心、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973 计划)支持。  

(上接第 24 页) 

图二、（a）八偏振产生器的样品SEM照片。

（b）所获得八种偏振状态的聚焦点。（C）

该八种偏振态对于庞加莱球上的位置。

（d）八种偏振态分析的实验结果（点）与

理论预测效果（效果）的对比。（e，f）针

对其中u和v线对应偏振态的实验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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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与亚洲大陆的初始碰撞时间，是

喜马拉雅造山作用的起点。采用不同的初

始碰撞时间对重塑喜马拉雅造山过程、理

解新生代喜马拉雅和西藏高原隆升、亚洲

气候－环境变化、大陆变形等至关重要。大

陆初始碰撞的时间是两个大陆岩石圈开始

接触的时间，也即大洋岩石圈消失的时间。

地质学家通过研究大陆碰撞前后地质记录

的变化来反演获得初始碰撞的时间。对于

印度与亚洲大陆的初始碰撞时间，前人从

古地磁、古生物、构造、岩浆、变质、地层、

沉积等多学科开展过大量研究。但迄今对

初始碰撞的时间仍争论很大，从70 Ma到30 

Ma。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胡修棉

教授与意大利、美国科学家合作，最近在国

际著名地学刊物《地质学》（Geology）发

表文章，将印度-亚洲大陆初始碰撞的时间

精确限定在古新世中期（59±1百万年前）。  

    物源区的改变是约束大陆初始碰撞时

间的直接标志。初始碰撞后，源自上覆亚洲

板块的碎屑物质将沉积于下伏印度板块之

上。亚洲大陆碎屑物质最早到达印度大陆

最北缘深水海沟盆地的时间，可以最大程

度地限定印度-亚洲大陆初始碰撞时间。研

究工作表明，紧邻雅鲁藏布缝合带的藏南

桑单林剖面（图1）就罕见地保留了初始碰

撞前后的一套海沟沉积，记录了物源区由

印度大陆向亚洲大陆的转变过程。本文详

细报道了桑单林剖面放射虫、钙质超微等

生物地层学研究成果，将物源改变的地层

时代确定为古新世中期，相当于放射虫带

RP6和钙质超微带CNP7，地质年代为58-60 

Ma（图2）。最早物源来自亚洲的砂岩中，

获得最年轻的碎屑锆石年龄峰58.1±0.9 

27 

《Geology》发表胡修棉教授关于印度-亚洲大陆

初始碰撞时间的最新研究成果 
撰稿人：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27 

图1 喜马拉雅简化地质图，显示古近纪剖面；①

-桑单林剖面（本文）；②-定日遮普热剖面；③

-仲巴错江顶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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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图2），限定了该地层的最大沉积年龄。

由此，桑单林剖面海沟盆地物源区改变的

时间被精确限定在59±1 Ma。考虑到古近

纪印度板块异常高的漂移速率，印度-亚洲

大陆初始碰撞的时间应在误差范围内等同

于海沟盆地记录的物源改变的时间。印度-

亚洲大陆初始碰撞发生在古新世中期，这

一认识要比国际上广为接受的基于特提斯

海消亡所限定的初始碰撞时间至少要早10 

Ma。对于重新认识亚洲大陆变形、生物印度

起源假说、喜马拉雅和西藏高原的形成及

其与亚洲气候－环境变化的关系等具有重

要的潜在意义。 

    该 研 究 成 果 发 表 于 2015 年 10 月

Geology期刊（v. 43; no. 10; p. 859–

862; DOI: doi:10.1130/G36872.1）。南京

大学内生金属矿床成因机制国家重点实验

室胡修棉教授（2015年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获得者）为论文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该工

作得到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项目、中

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B类）、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支持。  

图2 藏南桑单林剖面生物地层学（放射虫和钙质超微化石）与物源区分析，显示印度向亚洲物

源区转变（第14-16层）的时代为古新世中期Selandian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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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学院赵权教授课题组在Cancer Research杂

志发表科研新成果 
撰稿人：生命科学学院 

    我校生科院赵权教授课题组在结

直肠癌发病分子机制研究中取得重要进

展，相关研究成果“Heterochromatin 

protein HP1γ promotes colorectal 

cancer  progression  and  is 

regulated by miR-30a”在线发表在著

名肿瘤学杂志《Cancer Research》上。

论文的第一作者为生科院博士研究生刘

明，赵权教授为该论文的通讯作者。 

    结直肠癌是人类主要恶性肿瘤之

一，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位于恶性肿

瘤的第三位和第四位。每年有超过120

万新确诊病例，并且有超过60万名患者

死于结直肠癌。在临床上，癌细胞的恶

性增殖和转移是导致结直肠癌难以治疗

的根本原因。因此，深入研究结直肠癌

恶性增殖和转移的分子机制，对结直肠

癌早期诊断、临床治疗及预后都有着重

要的指导意义。 

    生科院赵权教授课题组对结直肠

癌细胞的恶性增殖和转移分子机制展开

了深入研究，经过近年来不懈努力，在

基因转录及表观遗传学调控结直肠癌发

病机理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异染色质蛋

白 HP1g（Heterochromatin  protein 

29 

miR-30a/HP1g/p21Waf1/Cip1
轴调控结直肠癌细胞增殖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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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g）是进化上非常保守的一种蛋白质，属于

异染色质蛋白家族，具有广泛的生物学功

能，但在癌症发病中的作用并不清楚。赵权

教授课题组研究结果表明HP1g在结直肠癌

细胞增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生物学功

能。该研究发现HP1g在结直肠癌病理标本

中显著高表达，并且HP1g可以结合在肿瘤

抑制因子p21Waf1/Cip1的基因启动子区域，通

过改变启动子区域的组蛋白H3第9位赖氨

酸残基三甲基化（H3K9me3）状态来沉默基

因表达，从而促进结直肠癌细胞恶性增殖。

此外，在结直肠癌中HP1g的表达还受到miR

-30a的直接负调控。因此，miR-30a/HP1g/

p21Waf1/Cip1级联调控解析了结直肠癌新的发

病分子机制。该研究对结直肠癌的早期诊

断、预后判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也为临床

靶向治疗结直肠癌提供可靠的新靶点。 

    该研究课题组参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创新群体项目和科技部973项目，得到

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的经费支持。  

 

John B. Goodenough 
Virginia H. Cockrell Centennial Chair 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Austin, TX USA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机械工程和材料科学教授，Virginia H. Cockrell 

Centennial讲座教授。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 

-及 

M. Stanley Whittingham 
SUNY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Binghamton University (SUNY), Binghamton, NY and 
Research Professor and Director DOE NECCES EFRC, SUNY Stony Brook 
Stony Brook, NY USA 

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化学与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的杰出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

sor)和材料学研究所的主任。 

美国，纽约州，石溪 

入选理由：在锂离子电池研究上有开创性的发展。 

 

 

（来源：汤森路透 http://thomsonreuters.cn/news-ideas/pressreleases/citationlaureates） 

(上接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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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大师 

汤森路透预测2015年诺贝尔奖得主 

    2015年9月24日——全球领先的专业信息服务提供商汤森路透旗下的知识产权与科技事业部发布

了2015年度引文桂冠奖获奖名单，预测在今年或不久的将来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研精英。值得一提

的是，华裔科学家王中林因发明了可将机械能转换为电能的纳米能源系统而榜上有名。 

    自2002年以来，汤森路透已成功预测了37位诺贝尔奖得主。该奖项通过对Web of ScienceTM数据

库平台（全球最重要的学术研究与发现平台，涵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三大领域）中科研

论文及其引文进行深入分析，遴选出在化学、物理学、生理学或医学、以及经济学领域全球最具影响

力的研究人员。 

    在今年的获奖名单中，各领域值得关注的科学家有：来自化学领域的Emmanuelle Charpentier和 

Jennifer A. Doudna，他们发明了一种名为CRISPR-Cas9的基因组编辑方法用于确定遗传疾病的治

疗；来自生理学或医学领域的Kazutoshi Mori和 Peter Walter，他们揭示了一种未折叠蛋白的响应

机制（它是一种类似于细胞的QC系统的机制）；来自物理学领域的Deborah S. Jin在超低温条件下实

现费米凝聚，未来将可能被应用于精密测量、量子计算及超导领域。来自经济学领域的Sir Richard R. 

Blundell，他推动了政策对于劳动力市场及消费需求的影响，特别是不利经济条件对家庭的影响的研

究。 

    自1901年以来，只有17位的女性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然而本次分析发现诺贝尔奖得主的男女

性别差异正在缩小，在全球顶尖的科学研究领域，女性科学家主导的科研数量显著增长。今年，引文

桂冠奖的女性得主增长了83%。2002年到2014年间总共只有6位女性获得引文桂冠奖，而2015年的引文

桂冠奖得主中就有4位是女性科学家。 

    此外，继去年汤森路透引文桂冠奖获奖名单中出现4位华裔科学家后，今年的获奖名单中再次有1

位华裔科学家上榜——来自佐治亚理工学院的王中林教授。他因发明了可将机械能转换为电能的纳米

能源系统而获得提名。这一系统可用来驱动传感器或者微型器件，应用于将肢体运动转换为能量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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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服装设备。截至今年，共有6位华裔科学家摘得汤森路透引文桂冠奖，2008年首位获

此殊荣的华裔科学家钱永健（Roger Tsien）在当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2015年汤森路透“引文桂冠奖”获奖者名单 

生理学或医学 

Jeffrey I. Gordon 

Dr. Robert J. Glaser Distinguished University Professor and Director of the Center 

of Genome Sciences and Systems Biology, School of Medicine, Washington Univer-

sity in St. Louis, MO USA 

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医学院基因组学与系统发育学中心主任 

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  

入选理由：在验证人类肠道微生物群落与人类生理、代谢及营养方面关系方

面作出重要贡献。 

 

Kazutoshi Mor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iophysics, Graduate School of Science, Kyoto 

University 

Kyoto, JAPAN日本京都大学科学院生物物理系教授。日本，京都 

-及Peter Walter 

Professor and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Investigator, Department of 

Biochemistry and Biophysics, School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CA USA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医学院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系教

授，美国霍华德修斯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 

入选理由：独立完成了内质网中未折叠蛋白的识别及修正机制。 

 

Alexander Y. Rudensky 

Chairman, Immunology Program; Director, Ludwig Center for Cancer Immu-

notherapy; Tri-Institutional Professor at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The Rockefeller University and Cornell University; Professor, Gerst-

ner Sloan-Kettering Graduate School; Professor, Weill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al Sciences of Cornell University; Investigator, Howard Hughes Medi-

cal InstituteNew York, NY USA免疫学项目主席，Ludwig癌症免疫治疗研究

中心主任，美国康奈尔大学-洛克菲勒大学-Memorial Sloan Ketering癌症中心

三方教授，Gerstner Sloan-Kettering研究生院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Weill医

学研究生院教授，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中心研究员 

美国，纽约州，纽约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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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Shimon Sakaguchi, M.D., Ph.D.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World Premie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Immunolo-

gy Frontier Research Center, Osaka University 

Osaka JAPAN 

日本大阪大学免疫学前沿研究中心和世界领先国际研究中心杰出教授及学科带头人 

日本，大板 

-及Ethan M. Shevach 

Chief, Cellular Immunology Section,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Bethesda, MD USA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及美国国立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NIAID）细胞免疫部

主任研究员。 

美国，马里兰州，贝塞斯达 

入选理由：创新性发现的在调控T细胞的性质及功能和转录因子Foxp3上具有深远意

义。 

物理学  

Paul B. Corkum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Canada Research Chair in Attosecond Photonics, 

University of Ottawa 

Ottawa, ON CANADA 

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加拿大渥太华大学阿秒光子学领域研究主席。 

加拿大，安大略省，渥太华 

-及Ferenc Krausz 

Director at Max Planck Institute of Quantum Optics, and Chair of Experimental 

Physics, 

Faculty of Physics, at Ludwig Maximilian University of Munich 

Garching GERMANY and Munich, GERMANY 

德国马普量子光学研究所所长，德国慕尼黑大学实验物理系主任。 

德国，慕尼黑 

入选理由：于阿秒物理学中作出的突出贡献。 

 

Deborah S. Jin 

Fellow, JILA,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 and Adjoint 

Professor of Physics,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Boulder, CO USA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NIST）物理学家、研究员，美国实验室天体物理联

合研究所（JILA）研究员，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物理系兼职教授。 

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 

入选理由：在超低温条件下原子气体的开创性研究及首次创造出费米子凝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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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 Lin Wang 王中林 

Regent’s Professor, Hightower Chair in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tlanta, GA USA 

佐治亚理工学院终身校董事讲席教授，Hightower终身讲席教授，工学院杰出

讲席教授和纳米结构表征中心主任。 

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 

入选理由：发明了可将机械能转换为电能的纳米能源系统而获得提名。这一系

统可用来驱动传感器或者微型器件，应用于将肢体运动转换为能量的可穿戴服

装设备。 

化学 
Carolyn R. Bertozzi 
Ann T. and Robert M. Bass Professor of Chemistry, Professor of Chemical & 
Systems Biology and Radiology at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Investigator of the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Stanford, CA USA 

Ann T. and Robert M.化学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化学、系统物学、放射学教

授，以及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的研究

员。 

美国，加利福尼亚，斯坦福 

入选理由：在生物正交化学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 

 

Emmanuelle Charpentier 
Associate Professor, Laboratory for Molecular Infection Medicine Sweden 
(MIMS, Swedish Node of the European Molecular Biology Laboratory [EMBL] 
Partnership for Molecular Medicine), Umeå University, Umeå, SWE-
DEN;  Professor, Hannover Medical School, Hannover, GERMANY; and, 
Head, Department Regulation in Infection Biology, Helmholtz Centre for Infec-
tion Research 
Braunschweig, GERMANY 

瑞典于默奥大学(Umeå University)分子感染医学实验室的客座教授，德国亥姆

霍兹感染研究中心(Helmholtz Centre for Infection Research)感染生物学调节系

(Department of Regulation in Infection Biology)的主任和德国汉诺威医学院的

洪堡教授。 

德国，布伦瑞克 

-及Jennifer A. Doudna 

Investigator,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 Professor of Molecular and 
Cell Biology and of Chemist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Berkeley, CA USA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教授，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研

究员。 

美国，加利福尼亚，伯克利 

入选理由：于Crispr-Cas9基因编辑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下转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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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热点 

跨学科研究的困局 Nature 525 (2015年9月17日) 

为了应对社会在能源、水、气候、食物和健康方面所面临的挑战，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必须共同努力。然而跨越传统学科界线

的研究仍然不时髦，仍然不能得到很好回报。本期Nature专刊分析政府部门、资助机构、学术刊物、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必须

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使跨学科研究成为一种乐趣而不是一种诅咒。（nature.com/inter）封面: Dean Trippe 

 

全球树木密度分布图 Nature 525 (2015年9月10日) 

本期封面是“树之世界”的一个三维图示，是根据关于全球树木密度的一个新地图做出的。您能在图上看到的区域和国家有树，

其他区域和国家(如撒哈拉)则几乎没有树。此前，我们对全球森林生态系统的认识一直都是来自卫星信息，这种信息可以告诉

我们森林的面积有多大。政策制定者和环境科学家在考虑树木在生物多样性的模式中的参与情况、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以及它们

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贡献时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这种信息。Thomas Crowther等人通过生成一个关于全球树木密度的、显示树冠

下面在发生什么的地图，扩大了这种信息的范围。该地图(是利用超过40万个来源于地面的树木密度测定结果生成的)显示了区

域和全球尺度上的树木数量模式。利用该地图，作者能够估计出，当前全球树木数量大约为3万亿棵。封面图片: Jan Willem 

Tulp using Processing (http://processing.org/) 

 

空气污染与早死之间的关系 Nature 525 (2015年9月17日) 

早死可以与一系列不同因素联系起来，其中包括臭氧和细颗粒物等户外空气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这篇论文研究早死与城

市和农村环境中七个来源的大气污染物之间的关系。Jos Lelieveld等人发现，户外空气污染(主要由细颗粒物造成)在世界范围内

每年导致大约300万人早死。来自住宅能源使用如取暖和做饭(在印度和中国普遍存在)的污染物排放在全球范围内对早死有最大

影响。在美国大部分地区和少数其他国家，来自交通和发电的污染物排放是重要因素，而在美国东部、欧洲、俄罗斯和东亚，

来自农业生产的污染物排放对细颗粒物的相对贡献最大，对健康的总体影响取决于有关毒性的假设。 

 

突变体p53与组蛋白甲基化的关系 Nature 525 (2015年9月10日) 

野生型p53是一个肿瘤抑制因子，但p53的突变会促进癌症，而且某些致癌形式还是“功能获得”(GOF)型突变体。Shelley Berger

及同事利用ChIP-seq分析比较了野生型和“功能获得”型突变体p53的基因组结合模式，发现p53突变体与野生型蛋白相比所结合

的基因类型截然不同，其中关键目标包括组蛋白甲基转移酶MLL1和MLL2以及其他染色质修饰酶。“功能获得”型p53突变体细胞

高度依靠MLL通道来生长，并且对MLL功能的小分子抑制剂是敏感的，从而为携带这些p53突变的癌症指出了一条新的治疗途

径。 

 

神经退化的一个新机制 Nature 525 (2015年9月3日) 

衰竭性疾病“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的最常见病因是C9orf72基因中的“六核苷酸重复扩增”GGGGCC (G4C2) 。 本期

Nature上的两项研究采用对比法得出一个可能引起这种疾病的一种家族性形式的分子机制。通过对表达30 G4C2 重复片段的果

蝇进行基于候选目标的基因筛选(Ke Zhang 等人)或对表达含8、28 或58 G4C2重复片段的转录体的果蝇进行无偏基因筛选

《Nature》本月前十位亮点排名 
来源：nature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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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n Freibaum等人)，这两个研究小组试图寻找增强或抑制该疾病表型的基因。 Zhang等人识别出了编码RanGAP (核质运输

的一个关键调控因子)的基因，而Freibaum等人识别出了编码核孔及核质运输机构之成分的基因。两篇论文都显示了表达 G4C2

重复片段的果蝇细胞中和来自ALS患者的源自iPSC的神经元中的核质运输缺陷。Zhang等人发现，这些缺陷可以通过以“G-四联

体”为目标的反义寡核苷酸或小分子来补救。 

 

阿尔茨海默氏症传播的可能证据 Nature 525 (2015年9月10日) 

用被朊病毒污染的“来自人尸体的生长激素”(hGH)对儿童进行治疗，会导致“克雅氏症的医源性传播”(iCJD)。虽然这种治疗在1985

年停止了，但“克雅氏症”(CJD)有一个很长的潜伏期，新病例仍在出现。出乎意料的是，对8个年龄在36-51岁之间的这种iCJD患

者所做的一项尸检研究，显示了阿尔茨海默病典型的灰质中β-淀粉样蛋白(Aβ)沉积和大脑淀粉样血管病特征性的血管壁中的Aβ

沉积。这些患者中没有一人携带与早发性阿尔茨海默氏症相关的致病性突变或高风险等位基因。重要的是，Aβ病变只在接受了

hGH的被朊病毒感染的个体中被检测到。这与除CJD之外的Aβ病的医源性传播是一致的，说明健康的、接触过hGH的人也有通

过医源性途径患阿尔茨海默氏症和大脑淀粉样血管病的风险。 

 

采用突触光遗传学方法来跟踪记忆 Nature 525 (2015年9月17日) 

人们长期猜测，神经棘的稳定和强化(potentiation)是记忆的结构关联因素，但一直没有可帮助将这些结构变化与特定记忆联系

起来的工具。Akiko Hayashi-Takagi等人研制出一种被光激发的新探针，它能对最近活跃的神经棘进行定向操纵。最近强化的神

经棘在一次运动学习任务后在光诱导下发生的收缩被发现会破坏学习，说明在被作为目标的特定神经棘与所学到的行为之间存

在一个因果关系。 

 

癌症干细胞是不同的 Nature 525 (2015年9月10日) 

能够引发肿瘤的细胞和正常组织干细胞之间的相似性曾导致有人提出，组织中一个干细胞程序的激发也许会产生能够引发肿瘤

的细胞。Robert Weinberg及同事在这项研究中发现，“上皮-间充质转变程序”(EMT程序，乳腺重组干细胞和能够引发乳腺肿瘤

的细胞都普遍拥有的一个程序)是被两个截然不同的EMT因子Slug和Snail以不同方式调控的。这些发现表明，虽然它们看起来是

相似的，但正常组织干细胞和能够引发肿瘤的细胞是被截然不同的调控过程控制的。这一差别在设计以肿瘤引发为目标的药物

时也许能够加以利用。 

 

动物蛋白复合物的跨物种分析 Nature 525 (2015年9月17日) 

在全蛋白质组的尺度上阐释多蛋白复合物的构成成分得到了用于系统性确定蛋白-蛋白相互作用的高吞吐量方法的帮助。在这项

研究中，Edward Marcotte及同事，基于对固有可溶大分子复合物的生物化学分级、再通过串联质谱来识别构成成分的方法并行

识别来自九个物种的蛋白复合物。他们获得的数据(来自蛔虫、小鼠、海胆、人类、青蛙、苍蝇、海葵、粘菌和酵母)显示，很多

复合物在不同物种间是保守的。通过将这些结果与基因组测序信息相结合，本文作者得以能够预测122种真核生物的超过100万

个相互作用。 

 

“数值天气预报”(NWP)准确度的提高 Nature 525 (2015年9月3日) 

来自“数值天气预报”(NWP)模型的输出在整个社会中普遍存在，现在人们能够提前一周熟练预报未来天气。回首过去几十年，预

报准确度的提高引人瞩目，但这种提高是一个渐进过程，相当于熟练预报的提前时间大约为每十年增加一天。Peter Bauer及同

事对将NWP推进到其当今水平的很多技术和科学进展做了综述，发现如果要让预报准确度提高的历史速度继续下去的话，未来

还面临相当大的挑战。(封面: Kelly Krause /Nature/Images by AijaK-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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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本月要闻摘录 
来源：中国科学报   鲁捷    

基因突变可保护拟南芥抵御有害爆炸物TNT 

    研究人员在植物中发现了一种变异，该变

异能让植物分解TNT；TNT是一种爆炸物，上世

纪，它在土壤中已经变得十分普遍，尤其是在

制造厂的废址、矿区及军事冲突区。TNT即2，

4，6-三硝基甲苯，这是一种会在植物根内积聚

的有毒且持久存在的环境污染物，它会抑制植

物的生长和发育。找到一种不仅能避开TNT的负

面影响，而且还能分解这种有害物质的植物机

制可改善植被的再生并整治被TNT污染的地方。

通过筛检不同的拟南芥植物以寻找在TNT存在时

根系生长更好的品系，Emily Johnston和同事

发现了一种变异的MDHAR6基因，它能让拟南芥

在有TNT的土壤中生长时有更多的枝条和根系的

生物质。MDHAR6变异的拟南芥没有显示出对其

它有害物质的耐受性，这表明，该突变是TNT特

异性的，它与植物防御能力的总体提高无关。

该团队所进行的一项分析表明，在拟南芥出现

该突变时，其根部的TNT浓度没有减少；然而，

对电子活性的检测揭示出TNT的电子少了一个，

这一改变使得该爆炸物对植物的毒性降低。作

者们指出，MDHAR6对TNT所做出的反应也可被用

来生成某些类型的可被接受的环保除草剂。由

Graham Noctor所撰写的一篇《视角》探索了本

文所揭示的其它令人惊讶的发现，这些发现提

出了新的有关MDHAR6在质粒体和线粒体中生理

作用的问题。 

Article  #10:"Monodehydroascorbate  reduc-

tase mediates TNT toxicity in plants,"  

 

尘土或奶牛养殖场的空气是如何保护机体

免于过敏的 

    据一项新的小鼠研究显示，经常性地接触

细菌颗粒和农场尘土可保护儿童免于过敏，因

为它能减弱儿童的炎症性免疫反应。这项研究

表明，A20这种特别的抗炎酶是这一保护性作用

的起因。尽管有关过敏是如何发生的各个方面

仍不清楚，但科学家们知道，促使过敏的发生

不仅仅有基因而且还有环境因素。近来的研究

表明，家中有宠物或生活在奶牛养殖场（在这

种环境中，儿童会吸入含有较多真菌颗粒的尘

土、源自牛棚的细菌和细菌内毒素）可保护儿

童免于过敏，但究竟是何原因则仍然令人困

惑。如今，Martijn J. Schuijs等人对这一谜

团进行了阐释。这些研究人员在2周内每隔一天

让小鼠接触一下内毒素。他们接着让这些小鼠

接触致敏性室内尘螨（后者常会引起人类的哮

喘）并发现，经常接触内毒素的小鼠不会出现

过敏性特征，但对照组小鼠则不然。接触内毒

素似乎能通过抑制小鼠肺上皮细胞产生促炎分

子的能力来保护小鼠，但这一保护作用只有在

存在一种良好拷贝的A20酶时才能发挥出来。为

了确认A20必须具有功能才能发挥保护性作用，

研究人员转而对人进行研究：他们使用了来自

健康成人和哮喘患者的肺活检样本。在经常性

地接触内毒素后，健康人细胞所产生的过敏特

征性炎症分子会比哮喘患者细胞所产生的炎症

分子少，而哮喘患者细胞的A20浓度也较低。这

表明，农场和其它类似的环境可通过这种酶的

帮助而保护机体免于过敏。 

Article  #15:  "Farm  dust  and  endotoxin 

protect against allergy through A20 in-

duction in lung epithelial cells,"   

 

哪些患者会对黑色素免疫疗法起反应？ 

据Eliezer Van Allen和同事的一项新的报告披

露，那些得益于一种新型癌症免疫疗法的转移

性黑色素瘤患者似乎并不共同拥有相同的肿瘤

抗原。如果患者间的免疫疗法分子标靶如本研

究所提示的那样互不相同，那么要预测哪些患

者会对治疗起反应就可能比较困难。这种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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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易普利姆玛的药物是一类相对较新的抗癌治疗

的一部分；这类药物被称作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这些抑制剂可帮助重新激活肿瘤患者中的免疫系

统，使得身体自然的防御系统可发现并杀死癌细

胞。从前进行的小规模研究显示，易普利姆玛疗

效最好的患者是那些含有许多突变的肿瘤，因为

这些突变会产生极多的新型抗原蛋白，而免疫系

统会将这些新的抗原蛋白视作外来入侵者而发动

攻击。在迄今为止最大型的这项研究中，Van 

Allen和同事对超过100名转移性黑色素瘤患者的

肿瘤组织进行了研究并确认，那些有着最多肿

瘤"新抗原"的患者也是那些最可能对易普利姆玛

有阳性反应的人。然而，只有非常小百分比的新

抗原被发现存在于一个以上得益于该药治疗的患

者之中。 

Article  #15:  "Genomic  correlates  of  re-

sponse  to  CTLA4  blockade  in  metastatic 

melanoma,"  

 

罕见植物揭示制造强效化疗药物的配方 

目前唯一合成化疗药物依托泊苷的方法是使用一

种植物中的提取物，而这种方法不甚方便；但研

究 人 员 已 经 成 功 地 通 过 操 纵 本 氏 烟 草

（Nicotiana benthamiana）而制造出了该药更

近端且强效的前体。依托泊苷是一种拓扑异构酶

抑制剂，它被用来治疗各种恶性肿瘤，其中包括

肺癌和白血病。目前还没有办法在没有依托泊苷

前体之一（即鬼臼毒素）的情况下来生产依托泊

苷，而后者是在生长缓慢的植物桃儿七中才能找

到的。合成鬼臼毒素已知有4个部分通路，但研

究人员无法弄清这种神秘复合物的完整配方，其

部分原因是因为桃儿七有着庞大的基因组。为了

挖掘桃儿七的化疗潜力，Warren Lau 和 Eliza-

beth Sattely 聚焦于4个已知与鬼臼毒素的产生

有关的基因，并接着对桃儿七的RNA测序数据进

行分析以确定类似的基因。他们接着对烟草进行

操纵，让其一次性表达多种候选基因，并用质谱

仪在烟叶组织中确认所产生的化合物。文章的作

者共发现了6个新的合成通路中的酶，它们与原

先4种酶进行结合便能产生近端的依托泊苷前体 

(–)-4′-去甲-表鬼臼毒素，而后者作为化疗成

分的性能要优于鬼臼毒素。由Sarah O'Connor撰

写的一篇《视角》更为详细地对植物（包括桃儿

七）中衍生的化合物的好处及复杂性做了讨论。 

Article  #4:"Fighting  cancer  while  saving 

the Mayapple,"  

  

南大洋碳汇作用重新增强 

据Peter Landschützer和同事的一个新的报告

披露，南大洋已经再次增加了其对大气二氧化碳

的吸收，此前在1990年代，那里显示出了二氧化

碳吸收减缓的迹象。南大洋在碳截存中起着巨大

的作用，它占了海洋对大气二氧化碳吸收中的高

达40%的量。当早先的研究显示南大洋的碳汇作

用减弱时，这些发现让人们对地球可能失去一种

强有力的清除日益增加的二氧化碳量的方式而感

到担忧；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是人类活动造成

的，它成为驱动全球气候变化的原因。尽管南大

洋能比它看来能吸取的二氧化碳量更多是一个好

消息，但研究人员说，这些新的发现也说明了随

着 时 间 的 推 移，碳 汇 是 如 何 改 变 的。

Landschützer和同事对全球大气和海洋二氧化

碳浓度差数据组进行了分析，这些数据包括来自

在30年的过程中对南大洋所做的260万次的观

察。他们的分析表明，南大洋的碳汇作用在1980

年代初至大约2002年间要弱于正常水平。在2002

年之后，南大洋的碳汇作用因为多种因素而再次

增强，这些因素包括海洋表面温度的差异以及溶

解的无机碳量的差异；这些因素在南大洋的数个

地带都起着作用。S. E. Mikaloff Fletcher在

一篇相关的《视角》中讨论了这些结果。 

Article  #11:  "The  reinvigoration  of  the 

Southern Ocean carbon sink,"  

 

现在你们看到了：一种超薄型隐形斗篷 

据一项新的研究报道，研究人员已经用一个超薄

隐型斗篷让一个小型物体消失。尽管该斗篷仍然

还有局限性，且距实际用途还很远，但它的体积

却比先前设计的要小很多，而且更类似皮肤。在

近些年中，科学家们继续在对隐形斗篷概念的进

展做出努力；然而，现有的设计具有很大的局限

性，它们使得其很不灵便，不能适用于不同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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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或仅限于让非常细小的（微观的）物体隐

形。超材料（即那些制造出的具有在自然界尚

未发现属性的材料）的开发打开了取得进步之

门，因为这些超材料的表面所具有的特性小于

光的波长，它们能让入射光波改道，让它们位

于某物体的周围或远离某物体，这就是让物

体"看不见"的途径。通过用确保从超表面散射

的光强度接近于从平面镜散射的光强度的小

型、光散射触角来仔细定制一个反射超表面，

Xingjie Ni 和同事在此证明，它们能让一个36

微米×36微米的小物体无法被检测到。他们

说，由于他们斗篷设计的方式，它甚至能隐藏

具有尖锐边缘和尖峰的物体，这一成就在人们

在隐形斗篷上所做努力的历史上一直是富于挑

战性的。而且作者们说，与隐形斗篷上的其它

尝试不同，这种新型的设计也可按比例进行缩

放。 

Article  #10:  "An  ultrathin  invisibility 

skin cloak for visible light,"  

 

确认控制细胞衰老的关键机制 

人们对细胞衰老所知甚少，这是异常细胞的一

个不再能通过细胞周期发展的状态，但新的研

究发现了一个诱导该生物学过程的关键机制。

衰老细胞的积累被认为会促进与老化有关的疾

病，其中包括癌症和神经退行性病变；因此，

了解这一细胞劣化的基础机制对人体健康具有

重要的意义。随着细胞进入一种衰老状态，它

们会在基因表达方面展示出广泛的改变，其中

包括促炎反应，其特征是分泌的炎性细胞因子

表达增加。这样的细胞具有所谓的衰老相关性

分泌表型（SASP）。为了更多地了解这一过

程，Chanhee Kang等人在人类成纤维细胞中诱

导衰老，并寻找在衰老细胞中高度表达但在非

衰老细胞中却没有高度表达的基因变异。他们

发现，一个特别的转录因子——GATA4在激活衰

老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进一步的研究揭示，

GATA4通常受到一个降解细胞成分过程（自吞

噬）的抑制，但当细胞老化或受损时，这一

GATA4的受控的耗竭停止，而衰老过程开始接

管。这些发现帮助解决了一个谜团-，即先前有

研究发现，自吞噬是衰老过程所需的，而某些

证据提示，自吞噬可帮助抑制衰老过程。但

Kang和同事的结果表明，一种选择过程在起作

用：一般性的自吞噬可导致衰老，而GATA4的靶

向自吞噬则可阻止衰老。确实，某些自吞噬成

分的消耗可增加GATA4 蛋白的丰度。进一步的

操控揭示，GATA4 的表达诱发了与SASP相关基

因的表达，而GATA4的耗竭可抑制数个SASP基因

的表达。由Liam Cassidy 和 Masashi Narita

撰写的《视角》更详细地讨论了这些发现。 

Article #11:"The DNA damage response ac-

tivates  inflammation  and  senescence  by 

protecting GATA4 from selective autopha-

gy,"  

 

 CO2浓度以往的尖峰伴有快速的海洋循环 

二氧化碳的两次突然上升与北半球变暖是在末

次冰期冰融化时发生的；新的证据证实，这些

尖峰都伴随了深部海洋的"冲涌"事件。大西洋

经向翻转环流（AMOC）形成了北半球和南半球

之间浅表和深部水的循环，它在热输送上起着

关键作用，而热输送反过来也会影响气候。为

了分析在过去2万年间大西洋的循环，Tianyu 

Chen等人采集了无数的不同年代的深海珊瑚样

本，它们能作为在海洋（赤道大西洋和德雷克

海峡）中随着时间推移而进行碳储存的代理

物。研究人员用放射性碳测量来追踪几千年来

深海水体的隔绝。他们发现，在海因里希亚冰

期-1末和新仙女木事件末时大气二氧化碳大幅

增加（这是2个主要的气候事件）与深海放射性

碳积存下降同时发生，表明当深海过多的碳因

为AMOC的增加而涌出时，二氧化碳被释放到大

气之中。此外，作者们提出，在两次冲涌事件

之后，碳浓度相对快速地回复到了与现代类似

的水平。这些对过去二氧化碳浓度上升与海洋

循环之间关系的了解可对现代气候变化时应做

什么预测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Article  #20:"Synchronous  centennial  ab-

rupt events in the ocean and atmosphere 

during the last degla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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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际研究团队通过大规模蛋白图谱研究发现，有机生物细胞内的不同蛋白质

间具有较深联系，正是它们间的相互作用促进了细胞和生物体的构建。而蛋白图谱

的绘制，或可帮助科学家探寻导致人类错综复杂的各种疾病的根源。 

这项研究由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安德鲁·艾米莉教授和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

校的爱德华·马尔科特教授领衔，有来自3个国家的七个科研团队共同参与。根据物

理学家组织网报道，研究人员仔细筛查了从酵母菌、蠕虫、老鼠、人类等九种生命

演化中具有代表性的生物体中提取的数据，以揭示不同蛋白质之间是如何相互作

用，从而共同构建细胞和生物体的。 

    蛋白质是细胞中大量工作的承担者。多个蛋白质黏附在一起构成了“分子

机”，共同执行任务，制造新的蛋白质，或者把不用的蛋白质磨碎回收、重复利

用。借助先进手段，研究员从细胞中捕获了数千个“分子机”，并离析出组成它们

的单个蛋白质，绘制成详细的蛋白质图谱，通过该图谱，可以由已知功能的蛋白质

推出未知蛋白质的作用。 

    根据这些数据绘制的蛋白图谱，研究人员发现了上万条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

用。经统计，细胞内大约四分之一的蛋白质都彼此联系，哪怕只有一个蛋白质在相

互作用链中失去，都会导致疾病。 

    研究发现，一万多种蛋白质的相互作用从10亿年前细胞诞生初期就没有发生过

改变。而艾米莉教授估计，整个动物界有一百多万条蛋白质的交互作用链。研究的

资料将在世界范围内对科研工作者开放。 

    蛋白图谱或能精确找到一些人类疾病的成因，因此这张图谱，有可能帮助科学

家定位究竟哪些蛋白质是导致人类错综复杂的各种疾病的根源。艾米莉教授表示：

“未来随着更多蛋白质的交互作用被发现，按图索骥，我们的图谱将提供更多蛋白

质与疾病之间的关联线索。” 

    相关研究发表在9月7日《自然》杂志官网上。 

图谱研究揭示蛋白质间交互作用链 有助探寻疾病根源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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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就在3年前，科学

家们首次发现了被称作“上帝粒子”的希格斯

玻色子。而在近期，他们在这一问题上又再次

取得新进展，获得了有关这种神秘粒子的更多

信息。 

    来自世界上最强大的粒子对撞机——大型

强子对撞机（LHC）的数据大大加深了物理学家

们对于希格斯波色子的理解。一般认为，这种

神秘粒子赋予了其他基本粒子以质量的属性。 

最新数据在更精确的水平上展示了这种粒子的

产生与衰变过程，以及它如何与其他粒子发生

相互作用的机制。 

    所有实验测量得到的数据均与粒子物理学

的标准模型预测相吻合。标准模型是粒子物理

学中涵盖了自然界中所有亚原子粒子，力以及

相互作用关系的理论，自从上世纪70年代被提

出以来经受住了所有的实测检验——除了希格

斯玻色子。这种粒子是标准模型中预言应当存

在的一种粒子，但一直没有能够在实验中被发

现，它也因此成了标准模型中缺失的最后一

环。这种情况直到2012年才被改变，就在这一

年，科学家们在大型强子对撞机产生的海量数

据中发现了一种未知粒子留下的踪迹，其各项

特征与标准模型预言的希格斯玻色子相吻合。 

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是大型强子对撞机

（LHC）的运行管理机构，这台超级粒子对撞设

备坐落于法国与瑞士的边境地区。在经过进一

步核实之后，科学家们最终确认这种新发现的

粒子正是物理学家们苦苦寻觅已久的希格斯玻

色子。 

    如果没有希格斯玻色子，宇宙将是一个寒

冷，黑暗，没有任何生命的死亡之地。由于其

根本的重要性，物理学家们将希格斯粒子称作

“上帝粒子”（God particle）。由于希格斯

玻色子的最终发现与确认，英国爱丁堡大学教

授皮特·希格斯（Peter Higgs）被授予了诺贝

尔物理学奖。希格斯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最早

预言了这种粒子的存在。 

    安装在大型强子对撞机上的两台大型粒子

对撞探测器CMS 和 Atlas所获得的数据被共同

用于构建希格斯玻色子的最新图景。CERN机构

主管拉尔夫·霍耶尔（Rolf  Heuer）表示：

“希格斯玻色子是检验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的

一种新的绝妙工具，也有助于开展对赋予基本

粒子以质量属性的Brout-Englert-Higgs机制的

相关研究。” 

    他说：“整合大型实验得到的结果并实现

更高的精确度意义重大，它将为这一领域的下

一场重大突破奠定基础。这样做了之后，我们

将能够得到的结果将是单一实验还需要多花至

少两年的时间才能得到的。”现在，科学家们

将能够基于希格斯玻色子开展后续更高层次的

研究工作，从而开启新物理发现的大门。 

    欧洲核子研究组织所属的大型强子对撞机

安装在一个位于法国、瑞士边境地区，长达27

公里的地下隧道中，这台设备是让希格斯玻色

子的发现成为可能的重要基础设施。 

    就在不久之前，这台超级粒子对撞机刚刚

花费大约1.5亿美元进行了技术升级，从而使其

能够在更高的能级上实现粒子对撞，从而帮助

重现宇宙开端时期的景象。 

“上帝粒子”——希格斯玻色子研究又再次取得新进展  

来源：新浪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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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日报北京9月16日电 （记者

房琳琳）美国科学家发明了一种“声

学遗传学”新技术，能用超声波有选

择地激活大脑、心脏和其他组织中的

细胞和分子。这种新技术使用了与医

学超声影像同类的超声波，但比以光

学为基础的传统方法可能更具优势。

相关论文发表在15日出版的《自然·

通讯》杂志上。 

    光学遗传学通过添加光敏感通道

蛋白来观察目标神经。将一束激光照

射到细胞上，研究人员可以选择性地

打通某些通道，激活或沉默目标神

经。但光学方法对深藏在大脑中的细

胞无能为力，通常必须实施外科手术

植入光纤电缆，且光线很容易散射而

不集中。 

    论文高级作者、索尔克生物研究

所分子神经生物学实验室副教授斯瑞

肯斯·查拉萨尼表示，基于超声波的

新方法不仅能操纵神经和其他细胞，

且能够穿透身体而不发生散射，这是

刺激大脑深处而不影响其他区域的最

大优势所在。 

    查拉萨尼团队首先在秀丽隐杆线

虫中证实，微气泡在低频超声波的作

用下增大和缩小，可被无创地振荡到

虫体内；然后发现被称为“TRP-4”的

膜离子通道对超声波有所反馈。当超

声波撞击微气泡进入虫体的时候，产

生的机械变形可打开TRP-4通道并激活

细胞。鉴于此，他们尝试将TRP-4加入

到神经元中并成功激活了通常对激光

没反应的神经元。 

    到目前为止，新方法只应用于线

虫神经元。查拉萨尼团队接下来会将

微气泡注入到血液中，超声波可以无

创地到达包括大脑在内的任何人体组

织。他们已经开始将之用于小鼠试验

中。 

    查拉萨尼补充道，光学遗传学和

声学遗传学两种方法在将来对人类疾

病治疗中都会作用非凡。但在真正应

用于人类之前，还需研究光线通道或

超声敏感通道在目标细胞中的安全

性。 

超声波首次激活神经细胞 新方法比光学遗传学更具优势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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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时间9月29日消息，美国宇航局刚刚举

行发布会，公布了该机构有关火星的“重大发

现”。研究人员表示，最新证据表明此前在火

星表面一些陨坑坑壁上观察到的神秘暗色条纹

可能与间歇性出现的液态水体有关。 来自美国

宇航局卫星的数据表明这些出现在坑壁上的暗

色条纹可能是含盐水体沉积过程产生的结果。 

    这些深色、狭窄、100米长的条纹称为“季

节性斜坡纹线”，从火星的陡峭山坡上延伸而

下，科学家推断这是由同时期的流动水所形成

的。近日，行星科学家在海尔火山口（Hale 

crater）探测到了水合盐，证实了最初的假

说，即这些条纹确实是由于液态水流动而形成

的。据推测，深色条纹上坡处的蓝色可能与其

本身的化学组成无关，而是来自矿物质辉石的

存在。该图片是由一张正射投影[红外-红-蓝/

绿（IRB）]的假彩色图像（ESP_030570_1440）

覆盖在一张同地点的数字地形模型（DTM）图像

上制成的，后者是亚利桑那大学高分辨率影像

实验（High Resolution Imaging Science Ex-

periment，HiRISE）获取的影像。图像的垂直

放大倍数是1.5。 

 

    狭窄的深色条纹称为“季节性斜坡纹

线”，从火星的Garni陨石坑外壁上发散而出。

图中深色条纹长度可达数百米，据推测是由于

火星上含盐的液态水流动而形成。该图由一张

正射投影[红外-红-蓝/绿（IRB）]的假彩色图

像（ESP_030570_1440）覆盖在一张同地点的数

字地形模型（DTM）图像上制成的，后者是亚利

桑那大学高分辨率影像实验（High Resolution 

Imaging  Science  Experiment，HiRISE）获取

的影像。图像的垂直放大倍数是1.5。 

    尤为关键的一点在于，这种含盐水体将能

够改变火星表面水体的冰点与沸点，从而使得

液态水体在火星地表的存在成为可能。 

    佐 治 亚 理 工 学 院 的 鲁 詹 德 拉  奥 哈

（Lujendra Ojha）和同事们将相关研究论文发

表在了《自然·地球科学》杂志上。 

    火星地表发现液态水存在的证据增加了火

星上存在微生物类生命的可能性，因为任何液

态水的存在都会为环境的宜居性加分。而对于

未来前往火星的宇航员而言，火星近地表存在

的液态水也将让他们在那里“更容易生活”。 

    长期以来，科学家们一直想知道在今天的

火星表面是否有液态水体流动，而此次这一发

现首次证据确凿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NASA发布重大发现：确认火星地表存在液态水 

来源：新浪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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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重点研发计划（现代农业） 

省重点研发计划（现代农业）将围绕江苏现代农业产业创新链，重点加强农业优

良品种培育、农业高新技术创新和产业关键技术创新，突出粮食丰产增收和农业科技

园区建设，积极推进农业科技示范工程，为我省现代农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南京大

学申报2项，获批1项，经费为50万元。 

 

 

省政策引导类计划（产学研前瞻性联合研究项目） 

省政策引导类计划（产学研合作）将大力推动国内外科技资源加快向江苏集聚、

各类创新资源加快向园区和企业集聚，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南京大学申报10项，

批准9项，经费为340万元。 

 

 

 

 

 

 

 

 

 

 

 

 

 

校外平台所获项目 

2015年度通过学校科技处、技术转移中心与各政产学研用合作平台的紧密配合、

统筹协调，校外平台共获得各类科技项目14项，总经费470万元，其中：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基金项目）1项，获批经费2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项，获批经费

20万元；江苏省重点研发计划（产业前瞻与共性关键技术）3项，获批经费220万元；

江苏省政策引导类计划（产学研前瞻性联合研究项目）8项，获批经费210万元。 

(上接第 11 页)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项目负责人 经费（万元） 完成时间 

BE2015674 
紫杉醇洗脱支架原位调控“微环境稳态”逆

转消化道梗阻 
医学院 胡一桥 50 2018 

BE2015675 
基于岩体动态劣化的镇江地区滑坡动力学模

型及预警技术研究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阎长虹 50 2018 

BE2015676 
新型臭氧催化氧化技术在化工综合废水深度

治理中的应用研究 
环境学院 张炜铭 50 2018 

合计       150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项目负责人 经费（万元） 完成时间 

BE2015357 莼菜优质种质资源开发与育种材料创制 生命科学学院 周长芳 50 2018 

合计    50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项目负责人 经费（万元） 完成时间 

BY2015069-01 
锂空气电池三维多孔材料制备及其与质子

惰性电解液相容性研究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

学院 
童圣富 15 2017 

BY2015069-02 
HPV16/18特异性单克隆抗体分型诊断试剂

的研发 
医学院 吴稚伟 30 2017 

BY2015069-03 移动应用测试生成与演化技术研究 软件学院 陈振宇 60 2017 

BY2015069-04 新型人工合成石墨导热材料研发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

学院 
周剑峰 30 2017 

BY2015069-05 
面向高性能雷达信号处理系统的可重构处

理器研究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丽 100 2017 

BY2015069-06 
基于放射治疗红外导航定位系统的呼吸监

测方法研究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黄晓林 60 2017 

BY2015069-07 基于背向散射技术的超声骨密度仪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何爱军 15 2017 

BY2015069-08 
基于32bit嵌入式处理器（C*CORE）的多核

芯片研发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沙金 15 2017 

BY2015069-09 电源用质子膜燃料电池纳米电极的研究 物理学院 顾军 15 2017 

合计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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