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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研体制改革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陈 骏
科研水平与创新能力是研究型大学区别于其他高校的显著特征，也是研
究型大学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根本。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
时期，科学技术特别是尖端科学技术正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
力，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要素，成为衡量大学核心竞争力的基本标
志。随着孕育突破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形成历史性交汇，南京大学的科研事业正面临着历史性机遇。但是，我们
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学校现行科研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科技创新的规律和
要求，一些问题、痼疾仍然制约着学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充分释放，抑制着科
技创新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面深化科研体制改革，逐步突破体制机制
瓶颈，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已是学校目前事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

改革调整学科布局结构，优化科技创新基本支撑

学科建设是科技创新的基础。近年来，学校持续实施学科发展与提升战略，学科水平进一步提升，但仍存在着学科
间发展不平衡、布局不合理，一些传统优势学科竞争力有所减退，许多学科的高水平科研成果等重要指标有待提升等问
题。
改革调整学科布局结构，重点是要进一步推进学科交叉融合。学科交叉融合是当代科学发展的重大特征，近代以来
的许多重大科学突破与科技创新都是基于多学科的交叉融合、相互渗透而产生。正如著名物理学家海森伯所指出：“最
有成果的发现常常发生在几条不同的思维路线的交叉点上。”在 20 世纪最后 25 年，交叉学科获诺贝尔奖数接近 50%；
到 21 世纪前 5 年，这一比例已超过 70%。当今全球所面临的各种传统或非传统棘手难题也往往跨越自然科学、工程技术
和人文社会科学多个学科，其复杂性和综合性较之以往大大增加，使得任何单一学科的应对都已捉襟见肘，需要依赖于
多学科方法（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进一步推进学科交叉融合，需要继续积极探索学校优势文理科向现代应
高工学科的延伸机制，积极探索联合优势学科开展协同研究的聚合机制，积极探索文理工医协调发展的包容互动机制，
积极探索有利于学科交叉融合的新型学科组织形式，在学科建设中打破门户之见、学科壁垒，着力扶持生长点,选准突破
点,抢占制高点,以切实提升学校自主创新能力、承接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的能力和解决国民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能
力。
二、

改革科研资源配置模式，聚焦科技创新前沿方向

科研资源是直接作用于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过程的各类资源要素，是创造科技成果的基础和保障。科研资源配置模
式影响和决定着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的方向。由于学校以往的科研资源配置模式未能充分突出激励与导向功能，我校大
多教师和科研团队至今仍习惯于自由探索式科研，满足于小而零散型成果，缺乏对以学科发展前沿和国家需求为目标重
大科研问题的战略规划与针对性研究。改革科研资源配置模式，必须充分发挥导向和激励功能开展“有组织的科研”
（Organized Research），提倡解决问题式研究，改变以往“自由探索”的科研模式、“局部失衡”的配置结构与“重
复浪费”的配置机制，切实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原始创新能力，真正从源头上解决学校高水平科研成果产出和重大科研
奖励获奖偏少问题。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一要坚持聚焦国际学科前沿。通过改革科研资源配置模式，要组织、引导和推动我们的教
师和科研团队重点围绕国际学科前沿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聚焦未来科技前沿，开辟新兴研究方向，提出新理论新方
法，创造新知识，以放眼世界学术巅峰的信心和气概，在凝炼和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根本性科学问题方面发出“南大声
音”，做出“南大贡献”。二要坚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中坚力量，研究型大学有责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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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社会需求做出更大更积极的贡献。通过改革科研资源配置模式，组织、引导和推动我们的教师和科研团队重
点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主动适应国家政策导向和行业发展战略，自觉融入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研
究和解决影响中华民族发展的全局性、基础性重大理论问题，发现、凝炼和解决制约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
战略性科技问题，为国家在新一轮全球技术和产业变革中赢得发展先机。
三、

改革科研平台管理模式，激发科技创新内生动力

国家及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等科研平台是我校开展高水平科学研究的核心载体。但我
校不少重大科研平台、基地仍存在管理松散、活力不足，科学研究各自为政，缺乏有效组织规划等问题，有利于创新能
力提升和创新团队建设的管理体制和考核体系还有待完善。
改革重大科研平台、基地的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首先是要通过成立管理委员会等组织建设，强化学校和院系对科
研平台、基地的管理与监督，推进形成开放、高效、协同的管理构架与管理机制。其次，通过建立以目标管理、绩效管
理为导向的年度考核机制等制度建设，推动各类科研平台、基地围绕国际学术前沿和国家目标进行有效的组织和管理，
推进各类创新要素与资源的汇聚和融合，切实提升科研平台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发挥各类平台、基地作为学校重大科
学研究组织者和领头羊的作用。
四、改革科研团队组织机制，汇聚科技创新源头活水
科研人才是科技创新的第一资源。当代科学发展的复杂性与综合性已使得大多数科学问题的解决都不能仅依靠单个
科技工作者或课题组，科研团队已成为科研活动组织的基本单元。但我校很多科研团队仍存在着队伍分散、项目分散、
课题分散等共性问题，团队成员之间信息沟通不畅，缺乏合作与交流，缺乏对重大科技问题的战略规划，信息、知识、
资源共享度低，难以开展团队目标导向的紧密合作，难以开展针对重大科研项目的联合攻关，难以形成有竞争力的创新
群体。
改革科研团队组织机制，首先是要以重大科研项目和前沿科学问题为纽带整合队伍，推进优势创新要素的汇聚和集
成，建立结构合理、长期稳定的研究梯队，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科研团队，大力加强科技创新团队特别是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创新群体的培育。其次，要探索改革符合科技创新团队特点的组织管理体制、人员聘用机制、考核评价体系等
政策制度，完善有利于科研团队健康成长的制度环境，切实提高团队内部协同度与知识资源共享度，激发科技创新团队
的活力与潜力。
五、改革科技评价机制体制，营造科技创新良好氛围
科技评价机制体制是科技管理的主要手段和科研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对科技创新工作具有突出的导向作用。随着
学校科技事业的发展，现行以统一、量化为特征的科技评价体系中所存在的评价指标单一化、评价标准量化、评价方法
简单化、评价结果功利化等倾向与重个人轻团队、重形式轻内容、重短期轻长远等问题，已日渐抑制着学校科技创新能
力的充分释放。
改革科技评价机制体制，必须针对科技研究者、创新团队、平台基地、科研项目等不同对象，按照基础研究、应用
研究、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等不同类型科技工作的特点，围绕科学前沿和国家需求导向，分别建立导向明确、激励约束
并重的分类评价标准和开放评价方法。基础研究要着重评价科学价值，以原始创新性成果为评价重点；应用研究要着重
评价成果转化情况以及成果的突破性和带动性，以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突破、自主知识产权成果、经济社会效益等为评
价重点；对创新团队实行以解决重大科技问题能力与合作机制为重点的整体性评价；对重大科研平台、基地实行以综合
绩效和开放共享为重点的评价，切实构建以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为核心的科技评价体系，大力倡导潜心研究、追求科学
本质的学术氛围。
改革激发活力，创新酝酿突破。面对全球进入创新驱动时代的历史机遇，全校上下必须增强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的责
任感和紧迫感，着力打破制约创新活力迸发、影响创新能力提升的体制机制障碍，着力解决阻碍科技生产力、创造力释
放的体制机制问题，积极进取，追求卓越，开创学校科技创新工作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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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23 位教师入选教育部 2013 年“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褚怡春
根据《教育部关于公布 2013 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人员名单的通知》（教技函〔2013〕
47 号），我校陈兵等 23 位教师入选 2013 年度“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是列入《全国教育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2010-2020 年）》教育人才培养计
划的重大项目，该计划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高校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和拟全职回国的海外优
秀青年留学人才进行资助，支持他们开展创新性研究工作，加速培养造就一大批青年拔尖创新人才。
自 2004 年项目实施以来，我校已有 238 名教师入选该计划。
2013 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者名单（A 类为国内申请者）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资助金额
（万元）

类别

1

陈

兵

外国语学院

20

A

2

陈

帅

生命科学学院

50

A

3

陈学长

数学系

50

A

4

董

磊

生命科学学院

50

A

5

董

晓

文学院

20

A

6

顿新国

哲学系

20

A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50

A

7

黎

铭

8

李文飞

物理学院

50

A

9

刘金源

历史学系

20

A

10

宋凤麟

物理学院

50

A

11

王发印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50

A

12

王结臣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50

A

13

王孝磊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50

A

14

温锦生

物理学院

50

A

15

吴

化学化工学院

50

A

16

吴英姿

法学院

20

A

17

张海波

政府管理学院

20

A

18

张谊浩

商学院

20

A

19

赵

坤

大气科学学院

50

A

20

赵

瑜

环境学院

50

A

21

郑

欣

新闻学院

20

A

22

郑

震

社会学院

20

A

23

朱广浩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50

A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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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7 项省自然科学基金创新学者攀登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二）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唐峰
代数数论与代数 K-理论及其应用的研究
（BK2010007，数学系 秦厚荣）
代数数论，算术几何，特别是椭圆曲线与 Iwasawa 理论和代数 K 理论互相渗透的一些问题的研究是当代数
学的研究热点之一。本研究团队在具有 40 年历史的关于椭圆曲线的 anomalous 素数的 Mazur 猜想方面取得
了重要的结果，证明了 Hardy-Littlewood 猜想和 Mazur 猜想等价；同时本研究团队还给出 anomalous 素数的
密度，结果否定了 Mazur 猜想平均分布的猜想；得到了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 B. Mazur 教授的高度好
评。在数域的高阶 K 群与 Iwasawa 不变量，代数整数环 K 群的密度等方面都取得很好的结果，发表在国
际著名杂志上。
本项目在 J. K-theory, J. Algebra, J. Pure and Applied Algebra 等国际著名杂志上发表 SCI 论文 36 篇，还有多篇
论文已投稿。该项目培养了四名博士。项目组成员多次参加国际、国内会议，并作大会邀请一小时报告，
报告我们的研究成果，引起相关专家的关注，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项目负责人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做大
会邀请报告 9 次，特别是 2012 在波兰召开的 K-THEORY 国际会议，和 2013 年在尼日利亚阿布贾非洲数
学家大会上，都是唯一作大会报告的亚洲学者。项目负责人在 2011 年成功组织了一次高水平的 K-理论国
际会议。项目负责人负责组织编辑了这次会议的论文集在著名的学术刊物 J. K-theory vol.12(1)上出版。我
们先后邀请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张寿武教授、Penn. State University 的 Baum 教授，加拿大 Casselman 教
授、Kolster 教授，K 理论杂志主编 Bak 教授（德国），欧洲数学会前会长 Karoubi 教授（法国），Keune
教授（荷兰）， Browkin 教授（波兰），Kuku 教授（美国、尼日利亚），美国 Iowa 大学叶扬波教授；冯
克勤教授、陆洪文教授、田野教授等数十位国内外和省内的同行来访问交流。
在该项目资助下，本研究团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达到了预期目标。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不仅具有重要
科学意义的，而且还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以本项目为基础获得了 2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项目的进一步资助，项目形成了一支高水平的创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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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纳流控生化分析系统的应用基础研究
（BK2010009，化学化工学院 夏兴华）
微流控技术是当前正在急速发展的高新技术和科技前沿领域之一，是未来生命科学、化学科学与信息科学
发展的重要技术平台。该技术是在微米尺度结构中操控纳升至皮升体积流体的输运，显示出大幅增强的层
流效应、表面张力效应、毛细效应、热传导效应及扩散效应，使许多物理和化学过程发生质的变化。微全
分析系统是通过发挥这一领域的优势，将分析装备微型化、芯片化、集成化和高通量化，使分析效率成百
千倍提高，试样和试剂消耗成百千倍下降。 随着纳米科技和微流控技术的快速发展，纳流控技术应运而
生。随着通道尺度进入纳米，通道表面性能发生巨大的变化，如通道内流体阻力的增大、双电层的部分重
叠、介电常数的下降等，且分子的时空特征凸显。纳流控芯片分析系统可研究纳米尺度下分子的基本行
为，如时空限域条件下单分子识别和单分子生化反应动力学机制。因此，将微流控与纳流控芯片集成的微
纳流控芯片系统具有两者的优势，将在生物医学、高通量药物合成筛选、生化合成、农作物的优选优育、
环境监测与保护、卫生检疫、司法鉴定和天体生物学研究等众多领域显示出广泛的应用前景。本项目在微
流控研究的基础上，拟发现与探索纳流控介质输运的特殊规律，阐述纳米通道中生物分子输运与反应的动
力学机制，建立微纳流控芯片生化分析系统，为微纳流控的发展及其在蛋白组学分析、疾病诊断和药物筛
选等方面的应用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项目共发表论文 44 篇（影响因子大于 3：35 篇，大于 5：16 篇，其中有 3 篇作为封面文章发表）；申请
专利 5 项，授权专利 1 项。部分成果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11）。期
间，项目负责人被聘为国际刊物《Journal of Electroanalytical Chemistry》主编，《Talanta》编委和国内刊物
《Chinese Chemical Letters》等刊物的编委，是国际微全分析会议的评审团成员（2010-2014）。项目形成了
一支高水平的微纳流控芯片研发创新团队。项目期间，获得了国家科技部 973 项目子课题 1 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重大仪器专项项目 1 项，重点项目 1 项，面上项目 2 项和青年基金 2 项等国家级项目 1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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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气候变化协同创新中心举办第四届 iLEAPS 科学
大会
撰稿人：气候变化协同创新中心、科学技术处

2014 年 5 月 12 日，由南京大学气候变化协同创新中心承
办的陆地生态系统与大气过程综合研究计划（Integrated
Land Ecosystem-Atmosphere Processes Study-iLEAPS）
第四届科学大学在南京正式开幕。来自芬兰、德国、美
国、英国、日本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300 多位科学家
和年轻学者出席了本次大会。中心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
士、南京大学校长陈骏出席开幕式并致欢迎辞，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张朝林处长、省教育厅科技处张兆臣处长
等出席，包括欧洲地球科学联合会 （EGU）主席 Günter
Blöschl 教授在内的八位教授分别就不同主题作大会特邀
报告。
iLEAPS 是国际科学联盟支持下的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
核心子计划之一。iLEAPS 计划主要围绕陆地生态系统和
大气相关的物理、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以及物质和能量循环
开展集成研究。自 2004 年实施以来已经成为国际上地球

系统科学和气候与环境变化相关领域最为活跃的学术团体
之一，先后参与发起了 20 多项大型国际科研合作项目，
在国际地学领域具有重要影响。2015 年起，iLEAPS 将成
为由国际科学界和联合国机构发起和组织的新的“未来地
球计划 Future Earth”大型科学项目的核心子计划。
本次大会由中心主任符淙斌院士和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南
京大学荣誉教授马库∙库马拉教授担任大会共同主席，中
心副主任丁爱军教授担任组委会主席。此届大会的主题紧
密围绕“未来地球”核心问题确定为：陆地生态系统、大
气 和 地 球 系 统 中 的 人 类 （ Terrestrial ecosystems,
atmosphere, and people in the Earth system ） 。 在
12-16 日期间，大会围绕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相关的 10
多个分主题开展为期一周的详细研讨，包括 90 多个大会
口头报告和 150 多个墙报交流。

科技信息 2014 年第 6 期（总第 204 期）

8

iLEAPS 简介
陆地生态系统与大气过程综合研究（Integrated Land Ecosystem-Atmosphere Processes Study，iLEAPS）是国际科学联
盟（ICSU）支持下的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核心子计划之一。自 2004 年开展实施以来，该计划已经成
为国际上地球系统科学和气候与环境变化相关领域最为活跃的学术团体之一，在国际地学领域具有重要影响。
iLEAPS 计划主要围绕陆地生态系统和大气相关的物理、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以及物质和能量循环开展集成研究。具
体包括 4 个方面的内容：1）活性和长寿命化合物的陆-气交换-地球系统中的关键相互作用和反馈；2）气候系统中
陆生生物、气溶胶和大气成分的反馈；3）地表-植被-水-大气系统中的反馈与联系；4）土壤、植被冠层及边界层
系统中的物质和能量传输-测量和模拟。气象科学出版社曾于 2006 年正式出版中文版的《iLEAPS 科学计划与实施
战略》。
iLEAPS 最初（2004 年）由欧美气候变化领域一批著名科学家创建，德国马普化学所所长 M.O. Andrea、赫尔辛基
大学 Markku Kulmala 教授、（奥地利） 应用系统分析国际研究所 IIASA 所长 Pavel Kabat 等曾经分别担任主席和荣
誉委员，国际上不同国家 10 多名国际一流的学者担任科学指导委员会成员（我校丁爱军教授 2010 年起加入该委
员会，成为最年轻的 SSC)。
iLEAPS 有非常重要的学术影响。国际上 20 多项关于气候和环境变化相关的国际项目和科学试验均是在 iLEAPS 发
起和组织的，同时 iLEAPS 每年全球发行两期 Newsletter，读者广泛，iLEAPS 目前也在两个 SCI 一区刊物 Atmos.
Chem. Phys. 和 Biogeosiences 上有永久专刊。
2014 年起，国际科学联盟将包括 IGBP 在内的四大科学计划进行整合，发起了为期 10 年的新的科学计划“未来地
球 Future Earth”，iLEAPS 作为国际上非常活跃的子计划已经正式成为 Future Earth 框架下的第一批核心子计划。
2014 年正好是 iLEAPS 科学计划成功开展实施的第十个年头，也将从 IGBP 正式过渡到 Future Earth 框架内。

Integrated Land Ecosystem- Atmosphere
Processes Study

气象出版社出版

每年两期的 Newsl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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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发布《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科技报告编写要点及
说明》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褚怡春
为进一步提高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科技报告的撰写质量，科
技部重大专项办公室联合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对前期提交
科技报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分析，编写了《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科技报告编写要点及说明》，供各课题承担单位
在编写和审核科技报告时参考。
科技报告是指科技人员为了描述其从事的科研、设计、工
程、试验和鉴定等活动的过程、进展和结果，按照规定的
标准格式编写而成的特种文献。科技报告专业性强，内容
详尽，附有图表、数据、研究方法等信息，涉及或覆盖科
研的全过程，不受篇幅限制，但有严格的编写规范。科技
报告撰写应依据国家标准《科技报告编写规则》（GB/T
7713.3-2009）、《科技报告编号规则》（GB/T 154162005）、《科技报告保密等级代码与标识》等进行，主要
目的是确保科技报告结构规范，段落清晰，简明易读，以

及科技报告的基本信息项完整、准确、格式统一，便于统
一收集和集中管理，也便于用户检索查询和交流使用。
本次发布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科技报告编写要点及说
明》是根据科技报告编写相关标准的规定，并结合重大专
项科技报告的要求，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科技报告的封
面、基本信息表、报告目录、插图、报告正文、参考文献
和附录，以及各类型科技报告的撰写提出非常明确、细致
的要求。
根据《科技部关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落实科技报告制度有
关工作的通知》（国科发专[2013]589 号）要求，各重大
专项认真落实科技报告制度，课题承担单位积极撰写并按
要求提交报告，一大批报告已通过国家科技报告服务系统
（www.nstrs.org.cn）向全社会公开。

我校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在第 51 届国际粘土矿物学年会
组织分会场
撰稿人：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年 5 月 17 日至 21 日，我校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刘
显东副教授在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举行的第 51 届
国际粘土矿物学年会上作为会议召集人组织了题为
“Molecular simulation of clay and related phases:
properties and reactions”的分会场，并与来自法国南
特高等矿业学校的 Kalinichev 博士共同主持了该会场。
本次国际会议得到国际同行的积极响
应，来自全球 23 个国家与地区的
150 余名学者参加了本会议。本次会
议共包括 4 个大会报告和 16 个分会
场，其中，刘显东副教授负责组织的
分子模拟分会场为本会议最大的分会
场，报告内容涵盖了粘土矿物界面属
性、化学反应、有机相互作用、二氧
化碳封存等热点问题，所涉及研究方
法包括量子力学计算、经典模拟和粗

粒化模型等。分
子模拟方法弥补
了传统实验手段
在研究样本尺度
和实验条件上的
不足和局限，能
够从微观层次上
给出定量化的数
据，因此模拟已经成为矿物学研究中极其重
要的研究方法。该分会场吸引了包括计算模
拟、实验、地质、工程等学科背景的几十名
学者的参与。我校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张
立虎、周金虹、李磊等三名研究生在该分会
场做了口头报告，并与与会代表进行了深入
的讨论，在场上报告和会下交流中展示了我
校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生敢于创新、勇
于 挑 战 科 学 难 题 的 精 神 风 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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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化工学院在纳米技术用于癌症检测与药物治疗的
研究中取得新进展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李玲玲
癌症已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但医疗技术发展到今天，依然无法有效地治愈癌症。因此，发展高
灵敏的检测技术和寻找特异性的治疗靶点具有重要意义。我校化学化工学院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朱俊杰教授课题组基于分析化学、材料化学、生命科学等学科的发展与综合交叉，在多通道急性白血病细
胞传感、低丰度循环肿瘤细胞无酶传感以及靶向药物传输与可控释放等方面取得重要研究成果。
循环肿瘤细胞（CTC）是一种低丰度分布在人体外周血的肿瘤细胞，每 10 亿个血细胞中仅含 1-10 个。因
此，循环肿瘤细胞的快速灵敏检测面临巨大挑战。该课题组在研究中发现了在没有过氧化氢的存在下，四
氧化三铁(Fe3O4)磁珠对小分子染料的电化学还原具有催化活性；其催化信号可以通过在其表面组装金属纳
米笼(nanocage)得到进一步的放大(图 1)。以乳腺癌细胞系为模型，该课题组将这一杂化纳米催化粒子进
一步用于循环肿瘤细胞的传感，检测限低至 4-5 个细胞，并具有良好的选择性，该工作可为癌症的早期诊
断、治疗以及愈后评估提供帮助,论文发表在 2014 年的《美国化学会志》（J. Am. Chem. Soc. 2014,
136, 2288-2291）上，11 级博士生郑婷婷为论文的第一作者，朱俊杰教授和美国南卡莱罗那大学的王辉
博士为通讯作者。
此外,设计特定的细胞内的可控药物释放体系可为发展药物和基因综合疗法提供了可能。该课题组创新地
提出了以癌细胞内过表达的 miR-21 为触发剂，实现细胞内药物的可控释放。该工作通过 DNA 分子设计，
合成了具有适配体靶向识别功能的 DNA 复合体，构建了基于适配体特异性识别的双靶向荧光纳米载体用于
癌细胞内药物运输与可控释放（图 2）。结果表明，该药物载体表现出良好的可控性，通过调控细胞内
miR-21 的表达量，可以有效地控制药物释放速度和药效。该工作为可为药物治疗体系的设计提供了新的
思路。论文发表在 2014 年的《德国应用化学》（Angew. Chem. Int. Ed. 2014, 53, 2371-2375），11
级博士生张鹏晖为第一作者，朱俊杰教授和闵乾昊博士为通讯作者。以上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
家科技部重大科学计划项目的资助。

朱俊杰教授课题组基于分析化学、材料化学、生命科学等学科的发展与综
合交叉，在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生物医学纳米材料对血细胞作用的研
究”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资助下，致力于新型纳米材料的合成、功能化
生物纳米探针的制备与恶性肿瘤细胞的体外检测的研究，在低丰度循环肿
瘤细胞无酶传感（J. Am. Chem. Soc.，2014，136 (6), 2288-2291）,
多 通 道 急 性 白 血 病 细 胞 传 感 （ Nanoscale, 2013, 5(21),1036010368），细胞表面死亡受体（Anal. Chem., 2013, 85 (11), 5609–
5616）和 人血清中金属基质 蛋白酶（封面文章， Chem. Commun.,
2013, 49, 7881-7883，如右图所示）的高灵敏检测等方面取得重要系列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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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Fe3O4@nanocage 纳米探针用于 CTC 的
电化学传感。

图 2. （a）以 miR－21 为触发剂的荧光纳米
载体的制备及可控释放原理图。（b）药物载
体在靶细胞 HeLa 中的可控释放。（c）通过
转染 miR－21 和 let－7b 调控药物释放速度
后药物载体对靶细胞的毒性测试。（d）转染
miR－21 前后靶细胞内 miR－21 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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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化工学院沈珍教授课题组在卟啉等研究领域取得
新进展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卟啉及其衍生物在自然界的各种生命活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广泛存在于生物体内和能量转移紧
密关联的重要组织器官中，例如动物体内的血红素（铁卟啉）和血蓝素（铜卟啉）、植物体内的维生素
B12（钴卟啉）和叶绿素（镁卟啉）等天然卟啉化合物在氧的传递、光合作用、电子传输和能量产生等生
命活动中具有关键的作用。同时由于具有很高的稳定性和优异的光电性质，使得它们不仅在生物活性模
拟、催化、医药等技术领域广泛应用，而且在分子材料与分子器件、太阳能利用、光动力治疗、分子电子
学器件、光存储与显示等诸多高新技术领域日益显现出极为诱人的应用前景。我校化学化工学院、配位化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沈珍教授课题组长期致力于卟啉及其衍生物的结构修饰及应用研究，通过对卟啉环的中
心、外围以及组成大环的吡咯环的个数等方面进行修饰，获得了一系列结构新颖、具有特殊光物理性质的
新型卟啉衍生物，结合理论计算和 MCD（磁圆二色谱）对卟啉的结构和光谱性质的构效关系进行了分析研
究，探索了这类分子在近红外离子探针和光动力治疗领域的应用，图 1 为该课题组近年来在卟啉研究领域
取得的代表性成果。
典型的卟啉是具有 18 个π电子的芳香性大环分子，2012 年，该课题组首次将新型的构筑单元噻吩吡咯引
入到卟啉体系，得到了首例室温下稳定存在的具有 20 π电子、非芳香性的杂环卟啉（Angew. Chem. Int.
Ed. 2012, 51, 12801.）。该成果开辟了一种通过引入新型有机构筑单元来调控杂环卟啉的电子结构的
思路。最近，他们选用对光照、氧化还原环境的改变有响应的有机构筑单元二噻吩乙烯，将其引入到卟啉
体系中，成功地合成一个含闭环二噻吩乙烯结构和另一个同时含有闭环和开环二噻吩乙烯结构的扩环卟啉
（图 2，化合物 1 和 2）。化合物 1 被证明是具有 26-π 电子的芳香性分子，因为其在溶液状态下表现出
共轭芳香卟啉分子所特有的紫外吸收和 MCD（磁圆二色谱）光谱，核磁共振及 ACID（感应电流的各向异
性）理论计算同时验证了环电流的存在。而化合物 2 则因为开环结构的存在，π电子路径被断开而表现出
了明显的非芳香性。这种设计实现了利用构筑单元结构的变化来调控卟啉大环分子的π电子结构及芳香性
的目的。该成果发表于 Angew. Chem. Int. Ed. (2014, DOI:10.1002/anie.201402711），其中论文的第
一作者为博士生周志宽。
此外，该课题组在设计合成近红外染料作为分子荧光探针和光动力治疗癌细胞的领域也取得了一系列进
展 。 在 相 关 研 究 工 作 的 基 础 上 ， 撰 写 的 综 述 文 章 发 表 在 Chem. Soc. Rev. (2014, DOI:
10.1039/c4cs00030g)。
以上工作均得到了科技部 973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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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沈珍课题组近年来在卟啉领域取得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图 2. 二噻吩乙烯单元结构互变示意图（上图）和包含二噻吩乙烯单元的扩环卟啉结构（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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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 Reports》亮点文章发表模式动物所徐璎课题组成
果幵邀请做视频介绍
撰稿人：模式动物研究所、科学技术处
我校模式动物研究所徐璎教授课题组在哺乳类动
物 生 物 钟 控 制生 理 行为 研 究 方 面 又取 得 新的 进
展，相关研究成果作为 Featured Article“PER1
phosphorylation specifies feeding rhythm in
mice”已在线发表在 2014 年 5 月 22 日的《Cell
Reports》上。文章合作单位还有苏州大学、Salk
Institute、复旦大学遗传创新协同中心等。文章
第一作者为我校模式动物研究所的刘志玮和苏州
大学的黄沫莉。Salk Institute Satchin Panda
和 徐 璎 为 文 章 的 共 同 通 讯 作 者 。 《 Cell
Reports》同时邀请徐璎教授课题组做视频介绍。
可参见以下网址。（http://www.cell.com/cellreports/abstract/S2211-1247(14)00334-9）。
生物钟的出现使得生物体能够获知外界的时间线
索，并为即将发生的生理活动提前做好准备。核
心生物钟基因 PER 在从无脊椎动物到脊椎动物的
进化过程中高度保守，但在脊柱动物中产生了分
化，形成了 PER1，PER2，PER3 三个基因家族成
员。此前，徐璎教授在 Fu & Ptacek 实验室期间
通过在小鼠上产生 PER2S662G 突变小鼠成功地模
拟了家族性早起早睡综合征。这个突变是处在一
个程序性磷酸化（SXXSXXSXXSXXS）位点的第一个
丝氨酸，从 PER 基因的演化分析，这个连续磷酸
化结构域开始出现在脊椎动物中并被保守下来。
因此在 PER 家族成员中，都包含了这个结构域。
因为这一结构域承担有重要的昼夜节律功能，她
因此提出了假说，由 PER 基因分化成为的 PER1-3
可能担负着不同的功能，并提供高等生物更精细
的调控。
基于这样的假设，为了研究 PER1 特殊的功能，徐
璎 教 授 实 验 室 将 与 hPER2S662G 突 变 对 应 的

hPER1S714G 突变引入小鼠，分析突变小鼠在时钟
以及其他系统中的表型，发现 hPER1S714G 突变的
小鼠存在着进食节律前移的表型，食物摄入与能
量消耗之间失去了偶联的关系，因此在高脂的刺
激下容易发生肥胖。研究通过系统比较 PER1 与
PER2 突变小鼠，进一步揭示进食行为与先前认为
的活动行为周期至少部分是分离的。研究还发现
PER1 与 PER2 对不同组织生物钟周期与相位的控制
程度不同，PER1 特异性的调控时钟相关代谢通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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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牧教授研究组在人工微
结构材料研究方向取得新
进展
撰稿人：物理学院 蒋尚池、郝西萍
我校王牧教授研究组最近在微结构材料研究中取得新进展,
从实验上利用人工金属-介质结构实现了宽频无色散的人
工波片,并首次给出了金属-介质结构实现无色散的一般性
原理。该项研究工作 2014 年 5 月 15 日发表于 Physical
Review X 上。该论文的主要完成人是博士生蒋尚池，熊
翔博士参与了样品实验和测试工作，彭茹雯教授对工作进
行了指导，王牧教授是该论文的通讯作者。
基于亚波长人工金属微结构的超构材料可以实现很多自然
界中不存在的物理性质。光学超构材料的奇特性质主要来
自于金属亚波长微结构和光的强烈相互作用。当入射光的
频率接近金属微结构的共振频率时，金属微结构表面的电
流共振被激发起来，辐射出电磁波，从而对光的传播方
向、振幅和偏振产生强烈影响。由于亚波长金属微结构是
通过表面电流共振来实现对光的调控的，因此超构材料通
常只能工作在很窄的频段。解决这个问题的传统方法是将
共振频率不同的多个结构集成在一个单元中，以实现拓展
材料带宽的目的。但是在这种设计中，由于不同结构响应
存在非线性叠加，因而使得材料的设计和制备都非常复
杂。
最近王牧教授研究组提出并实验上实现了金属-介质复合
微结构实现宽频无色散的方法。与金属亚波长微结构的强
烈色散不同，介质材料的光学性质在很宽的频率范围内变
化很小。介质材料可以制备宽频器件，但是其空间厚度通
常很大。该研究组巧妙地通过在金属微结构材料中引入介
质层，综合了两种材料的优点，在亚波长的尺度下实现了
对光偏振态的宽频带控制。他们将金属微结构设计在金属
镜面上方，这样金属镜面对光的反射相当于形成了一个金
属结构的镜像。金属结构和它镜像的辐射存在共轭关系，
而金属结构与其镜像的距离是由介质层的厚度决定的。所

以通过调节介质层的厚度，可以利用共轭关系来抵消金属
的色散，从而实现宽频无色散的性质。他们通过这种方法
设计并制备出了带宽为 30%的四分之一波片和带宽高达
67%的半波片，该带宽超过了目前已报导的其它由超构材
料构成的波片。
Physical Review X 是美国物理学会出版的网络刊物，每
年只刊登 100 篇左右经过高度选择(highly selective)和
匿名评审的特别原创（exceptional original)的文章
（http//journals.aps.org/prx/about), 其内容的覆盖
面包括纯粹物理、应用物理和交叉学科物理。该刊物
2012 年的 IF 因子是 6.71。
该项研究受到科技部 973 和量子调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和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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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Cell）发表我校模式动物研究所重要合作成
果：哺乳动物表观遗传编程
撰稿人：模式动物研究所
我校模式动物研究所黄行许课题组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所刘江课题组开展深入合作，揭示了哺乳动物如何继承亲代
甲基化图谱的规律，突破了早期胚胎发育过程中 DNA 甲基化重编程的传统认识，相关论文《哺乳动物父系 DNA 甲基化组
的编程和遗传》（Programming and Inheritance of Parental DNA Methylomes in Mammals）于 2014 年 5 月 8 日发表
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细胞》（Cell）。（http://www.cell.com/cell/abstract/S0092-8674%2814%2900534-0）。南
京大学模式动物研究所研究团队为共同第一和通讯作者。
哺乳动物受精后，早期胚胎需要对来自父本与母本的表观遗传信息进行全基因组的重编程才能够完成早期发育，进而发
育成一个完整的个体。DNA 甲基化作为最重要的表观遗传修饰之一，其携带的表观遗传信息如何从父代、母代传递给子
代以及如何在子代中实现全基因组的重编？这些问题一直是表观遗传研究领域的前沿热点。针对这些表观遗传过程中最
基本的科学问题，哺乳动物精子和卵子的 DNA 甲基化图谱有着巨大的差别，受精后需要使父源和母源的 DNA 具有一样的
DNA 甲基化图谱。之前的研究发现父源和母源的 DNA 都经历了全基因组的去甲基化过程，但认为父源的 DNA 去甲基化是
由生物酶的催化氧化反应介导的，而母源的 DNA 甲基基团不能被催化氧化而只能通过 DNA 复制被动的实现 DNA 去甲基
化。但在此最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通过对 DNA 甲基氧化衍生物羟甲基和醛基进行全基因组单碱基分辨率测序发现母源
DNA 上甲基基团也能够像父源 DNA 通过催化氧化来实现去甲基化。这一发现更新了关于哺乳动物早期胚胎 DNA 甲基化图
谱重编程的传统认识。
此外，这项研究因为含有第一张卵细胞全基因组单碱基分辨率的 DNA 甲基化图谱，第一次将基因组中所有已知印记基因
的控制区域按生殖系印记和体细胞印记进行精确的划分。
这些重要发现和理论突破，不仅改写了该领域长久以来的传统理论，对生殖健康、 进化生物学和发育生物学的研究提供
了宝贵资源必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此工作获得了 973 生殖与发育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中科院先导专项的资助。

图示：哺乳动物在早期胚胎发育和原始生殖细胞形成过
程中 DNA 甲基化的重编程及其遗传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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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所杨中州课题组揭示心脏功能和生长重要机制：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亮点封面发表
撰稿人：模式动物研究所、科学技术处
2014 年 5 月 7 日，国际学术期刊《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杂志发表了南京大学模式动物研
究所杨中州课题组与鼓楼医院胡娅莉及江苏省人民医院李新立课题组的合作研究成果
“ Phosphoinositide-Dependent Kinase 1 and mTORC2 Synergistically Maintain Postnatal Heart
Growth and Heart Function in Mice”。该论文主要阐述了蛋白激酶 Akt 第 473 位丝氨酸磷酸化在出生
后心肌生长和功能中的作用，发现去除 Akt 第 473 位丝氨酸磷酸化加重心肌细胞剔除 PDK1 小鼠的心肌生
长缺陷和心衰，而增加 Akt 第 473 位丝氨酸磷酸化则可以挽救心肌细胞剔除 PDK1 小鼠的心肌生长缺陷和
心衰，小鼠可以正常存活。该研究有助于理解人类扩张性心肌病的发生和治疗，提示通过药物抑制 PTEN
或激活 mTORC2 复合物可能可以改善扩张性心肌病的状况，提出了新的药物靶点，可以进行药物开发。
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招霞，卢双双和聂俊伟利用一系列条件性基因剔除小鼠，在出生后心肌细胞中将
PDK1,Rictor,PTEN 及 Akt1 剔除，制作了单基因，双基因及三基因剔除小鼠，阐述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调控
机制以及对出生后心肌细胞生长和功能发挥的调控作用。该论文的通讯作者为南京大学模式动物研究所杨
中州教授。
该论文被编辑选为当期杂志的亮点文章（Spotlight）进行重点介绍，研究结果之一的心脏切片被选为当
期杂志的封面。
此项研究获得国家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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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计算化学研究所在 Accounts of Chemical
Research 上发表大分子量子化学计算方法的综述文章
撰稿人：理论与计算化学研究所
我校化学化工学院、介观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理论与计算化学研究所黎书华教授、李伟副教授、马晶教授在美国化
学会综述期刊 Accounts of Chemical Research 上发表题为“Generalized Energy-Based Fragmentation Approach
and Its Applications to Macromolecules and Molecular Aggregates”（推广的基于能量的分块方法及其在大分子
和分子聚集体中的应用）的特邀综述（Shuhua Li, Wei Li, and Jing Ma, Acc. Chem. Res. 2014, Articles ASAP.
DOI: 10.1021/ar500038z）。
2013 年，美国三位科学家 Karplus, Levitt 和 Warshel 由于“为复杂化学系统创立了多尺度模型”而获得了诺贝尔化学
奖。在各种多尺度模型中，组合量子力学/分子力学（QM/MM）方法目前已经广泛应用于大体系（如生物分子和纳米粒
子）的研究。然而，有些重要的化学问题，如分子聚集体的自组装、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和动力学，需要对整个体系进行
量子力学处理才能获得定量准确的描述。但传统的量子化学计算方法由于计算标度较高，难以应用于大体系的计算。
2005 年黎书华教授课题组提出了计算大分子基态能量的基于能量的分块方法，其基本思想是通过计算一系列子体系的能
量从而组装得到大体系的能量（J. Am. Chem. Soc. 2005, 127, 7215）。2006 年，马晶教授课题组在子体系的计算中
采用点电荷描述带电基团间的长程静电相互作用，提高了分块方法对带电体系的计算精度（J. Chem. Phys. 2006, 124,
114112）。2007 年，李伟和黎书华教授等进一步提出了 Generalized Energy-Based Fragmentation （GEBF）方法，在
子体系外其余所有原子位置都引入背景点电荷，准确地考虑了极化和长程静电作用，从而实现了对含带电或极化基团的
大体系的基态能量和偶极矩等性质的精确计算（J. Phys. Chem. A 2007, 111, 2193）。随后，黎书华教授课题组在
GEBF 方法框架下发展了几何构型优化和振动光谱的算法、实现了体系分块和子体系构建的自动化、改进了构建子体系的
算 法从 而进 一步 提高 了精 度（ J. Phys. Chem. A 2008, 112, 10864; 2010, 114, 8126; ChemPhysChem 2013, 14,
108）。马晶教授课题组发展了 GEBF-QM/MM 动力学模拟方法、基于
分块的振动圆二色（VCD）光谱计算与可极化的粗粒化模型方法（J.
Phys. Chem. B 2008, 112, 7061; 2011, 115, 2801; J. Chem.
Phys. 2012, 136, 134105）。李伟副教授等将 GEBF 与明确相关 F12
方法相结合，实现了一些复杂体系在基组极限下的高精度计算，同
时 构 建 了 多 层 次 GEBF 计 算 模 型 (J. Chem. Phys. 2013, 138,
014106; J. Chem. Theory Comput. 2014, 10, 1546）。
本综述文章系统地总结了近十年来黎书华教授、李伟副教授、马晶
教授及其合作者在基于能量的分块方法的发展及应用研究方面的一
系列进展。GEBF 方法已经被成功应用于研究多种大体系的结构和稳
定性，理解多肽二级结构中的合作效应的根源、计算超分子自组装
的驱动力等。基于 GEBF 的从头算动力学方法已经能用于研究生物大
分子的超快动力学行为。对于凝聚相体系中的分子聚集体，则可用
基于 GEBF 的多尺度方法来进行研究。例如，利用该方法已研究了溶
液中溶质分子与溶剂的相互作用和蛋白质构象的变化过程。这些工
作表明，GEBF 方法及其相关的动力学模拟、多尺度方法有望被广泛
地用于研究分子簇、生物大分子和超分子体系的结构和动力学行
为。
该系列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部 973 项目、教育
部博士点基金等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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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athology》发表模式动
物所杨中州与陈炯课题组肌纤维研究成果
撰稿人：模式动物研究所
2014 年 5 月 19 日，国际学术期刊《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athology》杂志发表了我校模式动物研
究 所 杨 中 州 课 题 组 与 陈 炯 课 题 组 的 合 作 研 究 成 果 “ A Cardiomyocyte-Specific Wdr1 Knockout
Demonstrates Essential Functional Roles for Actin Disassembly during Myocardial Growth and
Maintenance in Mice”。该论文主要阐述了哺乳动物细肌丝解聚因子 WDR1 所介导的肌动蛋白解聚在小
鼠出生后生长发育阶段以及成年阶段的作用，是首次在脊椎动物肌肉中对 Wdr1 进行详尽的遗传学分析，
探索 Wdr1 在哺乳动物心肌细胞中的功能，揭示 ADF/cofilin 及 Wdr1 介导的肌动蛋白动力学（actin
dynamics）对肌纤维形成及维持过程中的作用。博士研究生袁白银和万萍为该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通讯
作者为我校模式动物研究所陈炯教授和杨中州教授。
肌动蛋白动力学在肌肉的发育和功能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引起肌动蛋白动力学失调的基因突变会
引起各种与肌肉相关的疾病。作为肌动蛋白解聚因子 ADF/cofilin 的主要辅助因子，WDR1/AIP1 (actininteracting protein 1)能够促进 ADF/cofilin 所介导的对 actin 的解聚作用，WDR1 的功能在真核生物
中是高度保守的。有文章报道在人类中，cofilin 的突变会引起杆状体肌病（nemaline myopathy），而
关于 WDR1 在肌肉中作用的遗传学证据目前仅来自对线虫的研究，缺失或突变 WDR1 会导致线虫 body wall
muscle 肌纤维结构的紊乱，WDR1 在脊椎动物肌肉中的功能目前还没有被报道。
在本项研究中，我校模式动物研究所博士生袁白银，万萍等人在出生后小鼠心肌细胞及成年小鼠心肌细胞
中将 WDR1 的编码基因 Wdr1 进行特异性的敲除。研究发现在出生后小鼠心肌细胞中敲除 Wdr1 会导致心肌
肥大，心脏收缩功能下降以及心脏电活动的异常；Wdr1 敲除的小鼠从出生后第 13 天开始猝死。进一步的
研究发现，从出生后第 10 天开始，Wdr1 敲除小鼠的心肌细胞肌小节结构受到严重的破坏并伴随有 Factin (filamental actin) 的堆 积 ， 在 F-actin 堆积 的 肌纤 维处 ， 肌 小节 的一 些 结构 蛋 白 比如 actinin,Tmod1 的分布紊乱，这些表型在出生后第 12 天的小鼠心脏中更加明显。体外实验进一步验证了
哺乳动物 WDR1 和 cofilin 在肌肉肌动蛋白动力学中发挥的作用，研究还发现 cofilin 在 F-actin 堆积的
肌纤维处富集。这些结果表明 WDR1 介导的对 actin 的解聚功能在小鼠心脏生长过程中发挥着必不可少的
作用。在成年小鼠心脏中敲除 Wdr1 会产生类似但相对比较温和的表型，这提示着成年心肌细胞需要比幼
年心肌细胞相对较少的 actin 的解聚功能来维持心肌细胞的功能。
此项研究获得国家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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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后小鼠心肌细胞中特异性敲除 Wdr1 引起心肌肥大，心脏功能的下降。

图 2：Wdr1 敲除的小鼠心肌细胞肌动蛋白细肌丝的解聚功能下降，产生肌动蛋白细肌丝的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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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Communication》杂志精选：迄今最快最小
纳米发动机问世
撰稿：科技日报 2014 年 5 月 22 日
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科克雷尔工程学院
科学家造出了迄今世界上最小、最快，而且运转
时间最长的微型发动机。该发动机比一粒盐要小
500 倍，能把电能转化为机械运动，达到每分钟
18000 转，相当于喷气式飞机上发动机的转速，而
且能连续旋转 15 小时。相比之下，其他纳米发动
机每分钟只有 14 到 500 转，只能转几秒到几分
钟。相关论文发表在 4 月份出版的《自然—通
讯》杂志上。
该校机械工程副教授冬蕾•艾玛•范领导的研究小
组成功设计、组装了这种高性能纳米发动机，并
在非生物系统中进行了测试。纳米发动机由三部
分组成，能迅速混合、泵出生化药剂，并能在液
体中运动，这些特征在未来应用中非常重要。这
种纳米发动机是开发微型机器的重要一步，微型
机器能注入人体内，控制胰岛素以治疗糖尿病，
瞄准或攻击癌细胞而不伤害其他正常细胞。
虽然微型机器尚未发明出来，但拥有大驱动功率
的、超高速纳米发动机已经制造成功。物理学家
组织网 5 月 21 日（北京时间）报道称，研究人员
克服了纳米发动机研究领域的两大障碍：组装与
控制。利用了范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研究时发

明的技术，依靠 AC 和 DC 电场来一个个地组装发
动机上的零件。在实验中，研究人员能用该技术
来开关纳米发动机，控制其顺时针或逆时针旋
转；还能将多个发动机按一定模式排列组合，让
它们同步运动，更强更灵活。该技术目前正在申
请专利。
纳米发动机从各角度来量都不超过 1 微米，很适
合在人体细胞内工作。为了测试其药物释放能
力，研究人员在它表面涂了一层生化药物纳米粒
子，然后开始旋转。结果发现发动机转得越快，
药物释放得越快。“我们能通过转速来制定和控
制分子释放速度，这也意味着我们的纳米发动机
是第一款能控制药物释放的机器。”范说，“我
们认为，这有助于促进药物递送、细胞间通讯的
研究。”
研究人员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他们的纳米发动
机就能带来一种控制生化药物在活细胞中释放的
新方法。目前，他们计划用活细胞来测试该纳米
发动机，检验它们以可控方式递送药物的能力。
此外，纳米发动机有望进入纳米电子机械系统
（NEMS）领域，将机械控制与化学传感整合在一
起，开发能效更高、物美价廉的微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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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 Letters》杂志精选：纤维状碳纳米管电池可织成“能源衣”
撰稿：科技日报 2014 年 6 月 3 日
若从最近谷歌眼镜（Google Glass）的新品发布
和苹果 iWatch 智能腕表即将上市的种种迹象来
看，可穿戴电子产品将可能掀起下一个新科技浪
潮。为了解决这类产品的电力供应问题，中国上
海复旦大学的研究人员首次制备出基于碳纳米管
（CNT）的纤维状全锂离子电池，可被灵活地编织
成具有高性能的柔性能源纺织品。该研究成果发
表在最新一期的《纳米快报》上。
从头部显示到生物医学监测，可穿戴式电子产品
可以提供许多先进的功能，对电池的要求很高，
不仅体积小、重量轻，还必须具备满足设备运行
诸多功能所需的强大能量。因此，可穿戴式电子
产品最大的技术瓶颈即是电池。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5 月 27 日报道，新的研究设计
和编制的碳纳米管（CNT）复合纱线，可牢牢缠绕
进棉纤维之中，创建出高性能的锂离子电池。该
纤维的直径为 1 毫米左右，可以编织成柔性的织
物或布料，并且与灵活的可佩戴电子设备兼容。
参与这项研究的翁伟（音译）说：“这种电源能
够被直接无缝集成到可穿戴式的电子产品是非常
必要的。由于它需要被灵活地织成衣物，纤维状
的电源是最理想的。虽然这是初次实现碳纳米管
纤维状锂离子电池，它却表现出非常好的电化学
性能，包括高能量密度达 0.75 兆瓦时/平方厘
米，并在经过 100 次使用周期后，电池保有容量
达 87％。”
设计纤维状锂离子电池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广为
人知的硅膨胀问题。在充电/放电过程期间会发生
化学反应，硅的体积经受巨大的变化可达 300％。
为适应这种情况，研究人员引入碳纳米管制成一
个复合 CNT/硅纱阳极。碳纳米管有效缓冲了硅的
体积变化，并将其牢固化。如果没有这种混合结
构，硅的膨胀会使其剥落，导致电池损坏。

对于制作阴极的材料，研究人员采用碳纳米管和
锰酸锂，其好处是高稳定性、工作电压高和成本
低。通过将由凝胶电解质分隔的阳极和阴极基于
CNT 的纱线缠绕进棉纤维，这种锂离子电池就可编
织成一个柔性织物。
此前，研究人员曾尝试制造超级电容器纤维，但
由于锂离子电池纤维难以制造，便没有把太多的
关注投入其中。然而，锂离子电池具有一定的优
势，例如更高的能量密度和较低的自放电损失，
相比超级电容器，它们为一般的可佩戴电子设备
提 供 了 更 好 的选 择 。研 究 人 员 解 释说 ， 在这 方
面，目前的工作是基于之前的研究有所改善，但
仍然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
研究人员说：“2012 年的报道称，锂离子电池使
用铜线作为骨架，具有类似电缆型的形状。其结
果是很棒的，但由于这种电池具有大直径、使用
液态电解质，并且很重，也许不适合织成能源纺
织品。现在采用碳纳米管纤维作为其骨架，密度
接近铜的 1/9，并且使用凝胶电解质以确保安全
性。另外，复合纱线的阳极和阴极由碳纳米管纤
维，以及直径为 100μm，仅是电缆电池中阳极
1/10 的活性材料制成，因此这种纤维状电池与用
于 制 衣 的 聚 合物 纤 维兼 容 ， 实 现 了高 性 能的 电
池。”
在未来，研究人员计划在各种领域进一步改善这
种纤维电池。研究人员说：“首先，提高性能，
如容量和循环寿命；其次，规模化生产；第三，
其他功能将被合并，例如拉伸、变色和自供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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