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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毅副校长率队赴部分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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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新学期科研工作布置会召开 

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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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文章—我校物理

学院量子自旋霍尔态

的理论研究取得进展 

08 
我 校 鹿 化 煜 教 授 课 题 组 在

Geology 上发表关于东亚季

风降水变化成因的论文 

9 

我校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在生物传感器方面的研究

新进展 

10 
刘震教授研究组在分子印迹

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11 
铁电高分子信息存储领域的

新进展 

12 
我校物理学院声学研究所在

声学超常材料研究方面取得

新进展 

国际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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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Photonics》杂志

精选：科学家开发出纳米尺

度光子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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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杂志精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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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最新出版的国际权威学术刊物
Geology 上，发表了我校鹿化煜
教授及其合作者的研究论文。他
们通过分析地质证据和用古气候
模型模拟，提出了全球二氧化碳
浓度与季风降水的可能联系，指
出末次冰期以来二氧化碳浓度变
化驱使的北半球冰量/冰盖变化
是东亚季风降水的主要驱动因素。
同时，美国地质学会新闻网站还
对这项研究了做了封面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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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现已基本结束。经评审，我校

已有 363 个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经费总额 2.63 亿元。预计到

今年年底，我校到账基金项目经费将继续超过 3 亿元。今年在基金集中接

受期中我校共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项目 772 项，其

中面上项目 519 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53 项。经评审我校有 313 个项目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资助，其中面上项目 199 项，

青年基金项目 114 项，资助总金额为 18078.05 万元，项目批准率为

40.54%，其中面上项目批准率为 38.34%，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批准率为

45.06%。受国家基金委对申请项目的限项规定进行了部分调整的影响，与

2012 年相比（2012 年我校有 325 个项目获得资助，其中面上项目 221 项，

青年基金 104 项，资助总金额为 19583.8 万元），项目数减少了 12 项，

经费数减少了 1505.75 万元，分别下降了 3.69%和 7.69%。我校还有 17 个

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获经费 5065 万元。2013 年面上项

目和青年基金申报批准情况及各科学部申报批准情况见下表： 

集中接受期各院系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申请资助情况 

系 别 
申请 

项目数 

批准 

项目数 

批准经费

（万元） 

项目资助

率（%）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18 10 510 55.56 

数学系 20 11 532 55.00 

物理学院 61 28 2091 45.90 

化学化工学院 56 22 1396 39.29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44 26 1898 59.09 

大气科学学院 24 12 680 50.00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47 21 1393 44.68 

环境学院 53 20 1156 37.74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38 16 997 42.1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36 19 1094 52.78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33 11 681 33.33 

生命科学学院 45 14 769 31.11 

医学院 41 13 780 31.71 

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53 52 2174 33.99 

商学院 36 16 790.55 44.44 

工程管理学院 14 5 279.5 35.71 

模式动物研究所 11 3 184 27.27 

国际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所 6 3 178 50.00 

现代分析中心 2 0 0 0.00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1 5 213 45.45 

软件学院 5 2 155 40.00 

其他院系 18 4 127 22.22 

总   计 772 313 18078.05 40.54 

集中接受期各科学部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申请资助情况 

科学部 申请项目数 
批准项目

数 

批准经费 

（万元） 

资助率

（%） 

数理科学部 94 49 3104 52.13 

化学科学部 91 35 2067 38.46 

生命科学部 63 20 1171 31.75 

地球科学部 131 66 4383 50.38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55 20 1162 36.36 

信息科学部 88 40 2429 45.45 

管理科学部 61 22 1056.05 36.07 

医学科学部 189 61 2706 32.28 

合 计 772 313 18078.05 40.54 

2013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重点项目清单 

项  目  名  称 负责人 所在院系 
资助金额 

（万元） 

大规模液体中的强超

声传播和空化效应 
陈伟中 物理学院 320.00 

行星系统观测分析与

轨道构型的行成机制 
周济林 

天文与空间科学

学院 
320.00 

复杂物理因素调控的

蛋白质功能结构形

成、运动和相互作用 

王炜 物理学院 320.00 

基于局域相关的量子

化学新方法及应用 
黎书华 化学化工学院 280.00 

多孔配合物的控制合

成及其识别、转化和

催化性能研究 

孙为银 化学化工学院 300.00 

新型量子点生物探针

与肿瘤细胞传感平台

的研究 

朱俊杰 化学化工学院 320.00 

GAP 化学用于绿色化

学合成与药物生产 
李桂根 化学化工学院 300.00 

中枢 orexin 能和组胺

能神经系统在运动控

制、运动学习和运动

疾病中的作用 

王建军 生命科学学院 310.00 

平滑肌收缩高反应性

的形成及其分子基础 
朱敏生 模式动物研究所 305.00 

大气瞬变涡旋反馈在

中纬度海气耦合动力

过程中的作用 

杨修群 大气科学学院 280.00 

西昆仑山崇测冰帽末

次间冰期以来冰芯记

录及冰川变化对气候

的响应 

侯书贵 
地理与海洋科学

学院 
300.00 

华南西部扬子与华夏

两地块分界线和造山

作用的新研究 

于津海 
地球科学与工程

学院 
305.00 

我国西南地区基岩裂

隙水的形成与分布规

律及探测理论研究 

张幼宽 水科学中心 310.00 

地核和下地幔底部

结构和动力学探测 
宋晓东 

地球科学与工程

学院 
290.00 

开放动态环境下在线

机器学习理论与方法 
周志华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系 
290.00 

中国企业雇佣关系模

式与人力资源管理创

新研究 

赵曙明 商学院 225.00 

以 IL-17 信号中 SHP-

2/Act1 相互作用界面

为靶标的新型免疫炎

症调控 

徐强 生命科学学院 290.00 

 

 

 

2013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获资助情况通报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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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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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项。获得江苏省科技厅各类科技项

目 95 项（含校外平台 6 项），较去年增长 30.1%；总经费 2610 万元（含校外平台 190 万元）。其中：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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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项（含校外平台 2 项）；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1 项（含

校外平台 1 项）；科技支撑计划(工业)项目 2 项；科技支撑计划(社会发展)项目 3 项；科技支撑计划(农业)项目 1 项（校外平台项目）；产学

研联合创新资金项目（前瞻性联合研究项目）9 项（含校外平台 2 项）；参加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项目 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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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地方和国家需求开展创新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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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学共申报 13 项，批准 4 项，经费为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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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K20130012 半导体纳米材料的光学特性研究 物理学院 王晓勇 100 2016 

BK20130013 极性氧化物异质界面极化调控和器件应用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叶建东 100 2016 

BK20130014 度量驱动的软件可信性增强技术研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周毓民 100 2016 

BK20130015 
研发基于 DNA 条形码的化学品污染生态监测

和风险预测技术 
环境学院 张效伟 100 2016 

合计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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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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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项目负责人 
经费 

（万元） 
完成时间 

BK20130053 高效光催化太阳能转换和环境净化材料的研究 物理学院 邹志刚 100 2016 

BK20130054 光电分子体系的量子调控研究 化学化工学院 左景林 100 2016 

BK20130055 半导体纳米结构的非可见光波段光电器件研究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施毅 100 2016 

BK20130056 扬子大三角洲全新世沉积体系研究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高抒 100 2016 

合计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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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鼓励青年科技人员积极投入创新活动、自由探索。着力培养青年科研人才，建设高水平基础研究后备

队伍，以支持青年人才在发展创新型经济、建设创新型省份中做出贡献。南京大学共申报 80 项，批准 49 项，经费为 980 万元。 

 

2013 年度我校获得江苏省科技厅各类科技项目情况(一)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华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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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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K20130544 悬浮石墨烯周期结构的物性调控研究 物理学院 繆峰 20 2016 

BK20130545 多物种分支过程与随机游动 数学系 刘荣丽 20 2016 

BK20130546 自行中的光行差效应对高精度天体测量和天文参考系的影响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刘佳成 20 2016 

BK20130547 年轻疏散星团中的行星系统动力学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刘慧根 20 2016 

BK20130548 分散多通道有源噪声控制系统宽带降噪性能研究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丽敏 20 2016 

BK20130549 金属氧化物纳米材料表面氧空位类型相关的拉曼散射研究 物理学院 刘力哲 20 2016 

BK20130550 高维数据挖掘中的优化理论和技术 工程管理学院 陈彩华 20 2016 

BK20130551 沉积物拟雄激素活性评价及毒物鉴别技术研究 环境学院 史  薇 20 2016 

BK20130552 细胞器靶向性双色比率硫化氢荧光探针的构筑及造影 生命科学学院 钱  勇 20 2016 

BK20130553 能量转移过程用于构建新型光电化学生物检测方法及其应用研究 化学化工学院 赵伟伟 20 2016 

BK20130554 靶向 EGFR 和 c-Met 的多靶点抗肿瘤化合物的设计、合成及生物活性研究 生命科学学院 吕鹏程 20 2016 

BK20130555 ZnO 纳米线基复合结构的设计、制备及其在人工光合中的应用研究 物理学院 何承雨 20 2016 

BK20130556 时间分辨流变学研究苯胺甲基 POSS 聚氨酯纳米复合物交联特性 化学化工学院 张秋红 20 2016 

BK20130557 耐酸型磁性壳聚糖复合小球的可控制备及其除重金属特性的研究 环境学院 江  伟 20 2016 

BK20130558 
仿生学技术/人体胃肠模拟液体外法研究化工企业污染场地中持久性有机物

的生物/人体有效性 
环境学院 崔昕毅 20 2016 

BK20130559 基于生物组学整合技术的再生水环境健康评价基础研究 环境学院 张  宴 20 2016 

BK20130560 过氧化氢酶模拟物调控 HIF-1α介导的特定肿瘤信号通路的研究 化学化工学院 耿志荣 20 2016 

BK20130561 纳米材料用作新型模拟酶及其生物应用研究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

学院 
魏  辉 20 2016 

BK20130562 过渡金属团簇的合成与应用研究 化学化工学院 徐翔星 20 2016 

BK20130563 纳米管状金属磷酸盐微孔分子筛材料的设计与合成 化学化工学院 郭向可 20 2016 

BK20130564 Importin-8 介导 miRNA 进核及功能的作用及机制研究 生命科学学院 李丽民 20 2016 

BK20130565 CC-NBS-LRR 型抗病基因在被子植物中的多样性扩张与功能演化研究 生命科学学院 薛佳宇 20 2016 

BK20130566 遥感支持下城市地下热环境的时空格局与剖面耦合研究 
国际地球系统科学研

究所 
占文凤 20 2016 

BK20130567 
基于 3S 技术极端气候下农业用水安全与水资源配置研究——以里下河地区

为例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曾春芬 20 2016 

BK20130568 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江苏省 PM2.5 质量浓度分布反演研究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徐于月 20 2016 

BK20130569 江苏大丰潮滩盐沼-光滩过渡带滩面侵蚀和淤积过程研究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史本伟 20 2016 

BK20130570 页岩气压裂微地震监测中微震信号提取及定位研究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  攀 20 2016 

BK20130571 土壤含水率和地下水位的时间尺度性研究 水科学研究中心 梁修雨 20 2016 

BK20130572 基于温室气体减排的秸秆资源利用布局与政策优化 环境学院 刘蓓蓓 20 2016 

BK20130573 可控平面半导体纳米线及其在高性能薄膜电子器件中的应用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余林蔚 20 2016 

BK20130574 用于去除水中硝酸盐类污染物的纳米金属复合电极的研发及应用研究 环境学院 崔  皓 20 2016 

BK20130575 选择性去除饮用水中硝酸盐的聚合物树脂构建及应用 环境学院 宋海欧 20 2016 

BK20130576 金属/氧化物异质结的阻变性能稳定性研究 物理学院 颜志波 20 2016 

BK20130577 新型亚硫酸盐/UV 体系脱氮性能与技术 环境学院 李旭春 20 2016 

BK20130578 一种基于磁性光子晶体的单向亚波长慢光波导的实现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蒲  殷 20 2016 

BK20130579 纸质衬底上溶液法制备高性能有机场效应管存储器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  昀 20 2016 

BK20130580 汉语句法分析中基于主动学习技术的数据标记方法研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黄书剑 20 2016 

BK20130581 前列腺图像分割中的新型机器学习技术研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史颖欢 20 2016 

BK20130582 基于现货市场的供应链违约风险形成和防范机制研究 工程管理学院 薛巍立 20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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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K20130583 平面视频立体转换研究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曹  汛 20 2016 

BK20130584 大尺度三维几何尺寸的压缩感知测量原理与方法研究 工程管理学院 张益昕 20 2016 

BK20130585 用于光子集成的新型波导光栅研究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

学院 
施跃春 20 2016 

BK20130586 锗基 p 型沟道量子阱场效应晶体管的制备及其性能优化的研究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  睿 20 2016 

BK20130587 面向专利预警的中文本体学习研究 信息管理学院 王  昊 20 2016 

BK20130588 高动态范围视频生成和编码技术的研究 软件学院 刘  钦 20 2016 

BK20130589 基于高阶矩框架的资产定价研究 工程管理学院 方立兵 20 2016 

BK20130590 基于众包的分类技术研究 商学院 许开全 20 2016 

BK20130591 HIV-1 特异的 CD4+ 细胞毒性 T 细胞抗 HIV 感染的细胞学机制研究 医学院 郑  楠 20 2016 

BK20130592 H5N1 高致病性流感病毒编码 miRNA 的发现及其生物学功能研究 生命科学学院 李稀罕 20 2016 

合计 
   

980 
 

 

科技支撑计划（工业） 

江苏省科技支撑计划（工业）旨在围绕《江苏省“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和科技创新工程行动计划，推进战略高技术部署和前瞻性新兴产

业发展，着力加强前沿先导技术、关键共性技术和重要技术标准研究，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培育创新型企业集群，为我省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与技术储备。南京大学申报 10 项，批准 2 项，经费为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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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2013115 江苏省页岩气储集系统精细表征与评价技术 能源科学研究院 贾  东 60 2016 

BE2013116 基于网络编码的云存储平台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陆桑璐 60 2016 

合计    120  

 

科技支撑计划（社会发展） 

江苏省科技支撑计划（社会发展）旨在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科技需求，进一步实施民生科技促进行动，着力突破生物技术和新医

药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积极推进科技社区建设和民生科技示范工程实施，加快民生领域的科技创新，为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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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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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2013702 
InSAR 与 GPS 集成的苏南高速交通干线路基沉降

变形监测研究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柯长青 50 2016 

BE2013703 
CFBC 脱硫灰渣基地聚合物应用于安全固化处理危

险废物的关键技术研究 
环境学院 李  琴 50 2016 

BE2013704 
基于抗生素废水生物强化处理的高效复合菌剂制备

关键技术 
环境学院 张徐祥 40 2016 

合计    140  

 

（未完、待续） 

由于篇幅限制，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产学研联合创新资金项目、校外平台所获项目的列表将在第十期

《科技信息》上刊登，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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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5 日至 6 日，潘毅副校长率队赴大气科学学院、物理学院、化学化工学院、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地
理与海洋科学学院、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等七个院系调研学校的科技及产业工作。
参加调研的有学校科技处、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先进技术研究院和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 

调研组结合实际工作需要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机，围绕当前南京大学发展最需要解决的问
题，学校科技、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工作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目前学校应重点关注和支持的研究领域，
各院系目前在重点培育和关注的重要项目或成果，对学校在科技（包括国防科技）、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
服务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等主题，与各院系领导及教师代表进行了深入研讨。老师们对学校的发展及具体管
理工作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少建议，也展示了一些颇具亮点的工作。 

针对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相关部门将采取新的措施。同时，本着务实的态度，此次调研结果将以书面报告
形式上报学校，以期为学校在新的发展阶段制定有关决策提供依据。 
 

新学期科研工作布置会召开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9 月 18 日下午，南京大学新学期科研工作布置会在科技馆二楼报告厅召开,李成校长助理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校领导、
院士代表，相关职能部处负责人，各院系、各单位党政主要领导，各级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政产学研合作平台和校
企合作平台负责人等。 

会议首先由科技处李满春处长、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张晓东主任、先进技术研究院徐夕生常务副院长就各单位上半年工作
情况及新学期工作计划作了汇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主任李宣东教授做交流报告，介绍了计算机学科在科研管理和组
织方面的主要工作经验。 

会上，潘毅副校长就新学期学校科技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重点是：一、要求各院系加强科研工作的规划，瞄准重要科
技指标进行组织和培育。二、积极推进全校科技评价改革，实施分层分类评价和同行评价，鼓励交叉与合作，简化评价
过程。三、完善科技经费管理制度，实行学校、院系、个人三级经费管理体制，加强经费过程管理和审计把关。 

陈骏校长作总结讲话。他指出，在科研投入只有同类高校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前提下，我校各项主要科技指标仍能名
列前茅，充分说明了近几年全校上下在科技创新方面所付出的巨大努力。随后，陈校长阐述了我们面临的严峻形势，深
入分析了问题的成因，进而提出，推动高水平论文产出、积极申报国家科技奖、促进专利转化、改革科技评价体系是下
一步科技工作的重点，并给相关管理部门和各院系单位提出了具体的工作要求。 

 

 

 

潘毅副校长率队赴部分院系调研我校科技及产业工作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施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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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院盛利教授和邢定钰院士研究组在量子自旋霍尔态的理论研究方面取得新

进展，其研究成果以论文形式发表在今年六月的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上。 

近几年继铁基超导、石墨烯的研究高潮之后，拓扑绝缘体成为国际上最为关注的

凝聚态物理研究前沿。二维的拓扑绝缘体又称为量子自旋霍尔（QSH）态，其特

征是具有体绝缘性（费米能在体能隙中）和两支相反极化自旋和相向运动的无能

隙边缘态。这种无能隙边缘态可以无耗散地传导自旋流。 

过去学术界普遍认为，QSH 态必须受时间反演对称性保护才是稳定的。时间反

演对称性的作用是两面的：一方面，它要求两支边缘态的电子波函数的自旋取向

处处相反，因此，非磁性杂质无法耦合两支边缘态，确保了边缘态的无耗散特性。

另一方面，它要求两支边缘态的电子波函数在空间中完全重叠，任何微小的破坏

时间反演对称性的扰动（如磁性杂质）将导致两支边缘态发生散射，引发耗散。

在实际环境中，破坏时间反演对称性的扰动经常难以避免，因而这种受时间反演

对称性保护的 QSH 态在实际系统中往往是非常脆弱的。实验上，目前也仅仅在

较小(1μm×1μm)的 HgTe 样品中观察到了 QSH 态。 

那么是否可能实现无需时间反演对称性保护、更为稳定的 QSH 效应呢？最近，

盛利和邢定钰教授的研究组建议：通过在 QSH 样品的边缘进行适当的磁性掺杂，

可以将两支边缘态中的一支推到磁性区域内侧，而另一支仍处在磁性区域外侧。

这样两支边缘态在空间中发生分离，电子通过边缘态的输运将如同汽车在高速公

路的不同车道上行驶，不再相互干扰，变得非常稳定。他们还证明，由于边缘态

发生空间分离后电子的自旋极化方向和传播方向不发生变化，因此， QSH 效应

不会发生改变。 

该工作是盛利教授和邢定钰院士研究组在探索时间反演对称性破缺的 QSH 效应

方向上的系列研究工作的又一新进展，该工作的意义在于突破了传统的观点：即

QSH 态的实现必须依赖时间反演对称性的存在。相反，它表明有设计地破坏时

间反演性恰恰是实现稳定的 QSH 效应的可能途径，为实验寻找真正“robust 

QSH effect”提出了新方向。该研究工作“通过有设计地消除边缘态时间反演对

称性实现稳定的 QSH 效应”发表在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10, 266802 

(2013)上。 

值得一提的是，该研究组在这方面的研究已连续三年在 Phys. Rev. Lett.发表论

文。此前发表的“时间反演对称性破缺的 QSH 效应”的工作（Phys. Rev. Lett. 

2011），最近得到了美国一个研究组的实验工作（cond-mat/1306.1925，

2013）的支持。 

该文第一作者李会超博士是物理学院 2007 级研究生，得到首届南京大学优秀博

士研究生科研能力提升计划 A 的支持。在导师盛利和邢定钰教授指导下，他在博

士生期间巳在 Phys. Rev. Lett.发表论文 2 篇 ，Phys. Rev. B 发表论文 3 篇 ，都

是第一作者。该项研究得到了科技部 973 项目和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我校物理学院量子自旋霍尔态的理论研究取得进展 
撰稿人：物理学院 吴迪 

图注：（a） 在 QSH 样品边缘通过掺杂或者近
邻效应产生交换场。(b) 当交换场强度超过一个
临界值时，将会使同一边缘上两个边缘态在空间
上发生分离，从而实现无需时间反演对称性保护
的、更加稳定的 QSH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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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新出版的国际权威学术刊物 Geology 上，发表了我校鹿化煜
教授及其合作者的研究论文。他们通过分析地质证据和用古气候模
型模拟，提出了全球二氧化碳浓度与季风降水的可能联系，指出末
次冰期以来二氧化碳浓度变化驱使的北半球冰量/冰盖变化是东亚
季风降水的主要驱动因素。同时，美国地质学会新闻网站还对这项
研究了做了封面报道。 

图 1：甘肃环县的黄土堆积-季风气候变化的记录 

季风气候影响着东亚地区超过 16 亿人的生存环境。研究季风气候
变化的过程及机制有助于预测其未来趋势，这是近年来地球科学的
前沿和热点研究问题。通过重建过去的季风气候变化历史是探索季
风变化原因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可靠的测年资料和季风气候代
用指标的研究不足，以前的古季风气候记录并不完善，东亚季风气
候长期变化的原因还存在分歧。 

中国黄土高原的黄土沉积作为古气候变化的重要陆相记录，已有近
半个世纪的研究历史, 黄土-古土壤沉积序列具有明确的古气候意义。
近年来，新发展的光释光测年技术能获取黄土沉积可靠的年代，为
较精确重建过去季风气候变化提供了基础。我校师生及其合作者经
过大量的野外考察与采样、结合先进的实验室年代测定、有机碳同
位素分析和古气候数值模拟等研究，获取了黄土高原代表研究点
21 ka（ka 为千年的单位，下同）以来的降水变化序列，发现东亚
季风降水在 21 ka 至 8 ka 前一直较弱，直至 8 ka 以后增强，其中
8-3 ka 期间的夏季风降水量最大。过去 21 ka 以来东亚夏季风降水 
变化与北半球高纬地区的冰量/冰盖以及全球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
同步。古气候数值模拟结果反映了末次冰期以来大气二氧化碳浓度
的变化驱动了北半球的温度变化，使得高纬度地区冰量增加和热带
辐合带的位置发生经向迁移，从而控制了东亚季风降水量变化。 

鹿化煜教授负责了这项研究，合作者还有我校弋双文工程师和博士
生徐志伟，以及来自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
所、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英国伦敦大学、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
泊研究所、兰州大学、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中国科学院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英国苏塞克斯大学以及美国国家大气研究
中心等单位的多位研究人员。研究工作得到了全球变化重大科学研
究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
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项目的联合资助。 

（原文链接：
http://geology.geoscienceworld.org/content/current;  

GSA 网站封面报道：http://www.geosociety.org/news/pr/13-
42.htm）。 

图 2：数值模拟显示的末次盛冰期和全新世暖暖期季风降水量及其
差别 

 

 

我校鹿化煜教授课题组在 Geology 上发表关于东亚季风

降水变化成因的论文 
撰稿人：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徐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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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糖生物传感器在血糖监测、医学诊断、生物过程监测和环境监
测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导电高分子水凝胶兼具有软物质和有机导
体的共同特点，有可能成为优良的生物传感器电极材料，如：1）
内部具有多孔状结构及溶剂化特征，有利于水溶性分子、离子和生
物分子的扩散和渗透；2）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有助于固载酶及保护
其生物活性；3）导电高分子的高电导率及水凝胶的三维连续导电
框架有利于电子的快速转移；4）导电高分子水凝胶兼容于喷墨打
印、掩模喷雾等大面积图形化制备工艺，有利于低成本大批量的生
物传感器件制备。 

在酶催化葡萄糖氧化的过程中产生双氧水分子，葡萄糖浓度可以通
过检测双氧水分子的产生而得到。然而在传感器的工作电压范围内
导电高分子本身对双氧水的电化学氧化并没有催化作用，从而局限
了其葡萄糖传感器的性能。最近，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施毅教授课
题组的潘力佳副教授设计合成了兼具导电高分子水凝胶和贵金属催
化剂特性的异质结构电极，从而显著提高了葡萄糖生物传感器的灵
敏度（图 1），该成果发表在 2013 年度的 ACS Nano（2013, 7, 
3540–3546）上。该课题组使用甲酸还原的方法在聚苯胺水凝胶上

均匀负载 2 nm 左右粒径铂纳米颗粒。由于铂纳米颗粒的催化作用，
铂颗粒/聚苯胺水凝胶异质结构电极对双氧水分子的响应得到了极
大的提高（图 2a）。负载酶之后，传感器对葡萄糖的灵敏度提高到
了 96.1 μA•mM-1•cm-2（图 2b），检测下限 0.7 μM（信噪
比>3:1）。为实现低成本、高灵敏度的水凝胶生物传感器提供了新
的途径。论文的第一作者为电子学院翟东媛博士生，合作者为德克
萨斯奥斯汀大学的余桂华助理教授。 

由于导电高分子水凝胶作为电化学电极的诸多潜力，近期 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 期刊（影响因子 9.61）还邀请该课题
组与余桂华教授合作撰写了展望综述论文, “3D Nanostructured 
Conductive Polymer Hydrogels for High-performance 
Electrochemical Devices”，目前被接受即将发表。 

这项研究得到了纳米重大研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新世纪优
秀人才项目的资助。 

图 1. 铂纳米颗粒/导电高分子水凝胶异质结构示意图（a）；以及基于此材料的葡萄糖酶生物传感器工作原理示意图（b）。 

图 2. （a）铂纳米颗粒/聚苯胺凝胶/玻碳电极对双氧水的响应得到极大提高；（b）铂纳米颗粒/聚苯胺凝胶生物传感器对葡萄糖的响应。 

 

 

我校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在生物传感器方面的研究新进展 
撰稿人: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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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体是生命科学研究、疾病治疗和诊断中的重要生物分子，
但抗体存在着价格昂贵、稳定性差和与抗原结合后不易洗
脱等缺点。因此，价廉、稳定和洗脱方便的抗体 的替代
品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而且具有可观的应用
前景。分子印迹（molecular imprinting）是制备具有专
一识别特性的仿生功能化材料的重要方法。然而，由于蛋
白质在印迹过程中构形的变化以及在高分子网络中去除的
困难，蛋白质的分子印迹是具有重要挑战性的课题。刘震
教授研究组在多年系统研究硼亲和分离介质的基础上，将
取代硼酸功能单体和光引发聚合引入分子印迹，并借鉴制
备微流控芯片的软光刻技术，发展出可以高效、便捷地印
迹糖蛋白的普适性方法—光刻硼亲和分子印迹法，所得分
子印迹聚合物展现出多个超出预期的优异性能：高专一  

 

性、高亲和力和超高抗干扰能力。由于这些优异的特性，
由该方法制备的分子印迹聚合物可以应用于复杂样品体系
中痕量糖蛋白的识别与分析。由于糖蛋白是最常见 和功
能多样的一类蛋白，且很多疾病与糖蛋白的表达有关，因
此该方法将具有广泛的重要应用前景。利用该分子印迹聚
合物取代常规抗体发展出的酶联免疫法成功实 现了血清
中痕量甲胎蛋白的检测，检测限达 1 纳克/毫升（信噪比
=6），展现出在临床诊断中的良好应用前景。该工作近
期在德国《应用化学》（Angew. Chem. Int. Ed., 2013，
DOI: 10.1002/anie.201207950）上发表。该工作是该研
究组在分子印迹领域中的第一篇论文，也是继该研究组在
仿蛋白 A 选择性的仿生多孔整体材料（Chem. Sci., 2012, 
3, 1467-1471）之后在仿生分离介质方面的又一突破。

 

图 1：光刻硼亲和分子印迹法的原理（A）及步骤（B） 

 
图 2：非印迹聚合物（A）和分子印迹聚合物（右）对模板分子的识别作用及裸眼检测  

刘震教授研究组在分子印迹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撰稿人: 化学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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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价比的电子器件给信息、能源、新材料产业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无机材料构筑的信息存储器件如动态随机存储
器、硬盘或闪存等已实现了大规模生产。有机电子器件具有柔性可弯折、透光性好、低制造成本等优点，正在不断涌现，
其发展趋势是微型化、便携性和低能耗。存储单元是发展全有机电子器件的瓶颈之一，铁电高分子材料的出现则为解决
这个问题提供了契机。铁电高分子以其优异的铁电性、压电性、热电性以及较高的介电常数，在非易失性铁电存储器、
高储能电容、高密度红外/声呐传感、薄膜电制冷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关注。 

铁电高分子材料的极化状态可以在电场下切换，并且可以在去除电场时保持下来。不同的极化状态对应于二进制代码“0”
和“1”。针对现代电子工业对电子器件微型化的需求，铁电高分子的研究趋势是获得高密度、低缺陷的薄膜阵列。最近，
化学化工学院沈群东教授课题组的博士生陈相仲利用纳米压印技术，以多孔氧化铝为压印模板对聚偏氟乙烯基铁电高分
子超薄膜进行加工，得到了高覆盖率、大面积的铁电高分子薄膜阵列。纳米加工后的高分子仍然保持了优异的铁电性；
利用压电力显微镜探针施加电场，铁电高分子薄膜纳米阵列能够实现 75 Gb/inch2 的高密度信息存储。研究成果发表在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2013, 23, 3124），论文合作者包括我校材料系的葛海雄教授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
Yun Liu 教授。该课题组还发展了适用于高性能传感器和高密度数据存储的铁电高分子光刻加工技术。研究工作得到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以及产业支撑项目的资助。 

 

D (Polarization)

E
(Electric Field)

铁电高分子信息存储领域的新进展 

撰稿人: 化学化工学院 陈宇雷 

Write EraseRead Read

（左图）铁电高分子的两种

极化状态对应于二进制代码

“0”和“1”；（右图）以

多孔氧化铝为压印模板获得

的高分子薄膜阵列。 

（上图）压电力显微镜探针施加电场

在高分子纳米阵列上书写和擦除信号

的示意图；（下左图）纳米阵列上书

写的字母“A”；（下右图）施加电场

擦除字母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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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南京大学物理学院声学研究所程建春课题组在声学超常材料 
(acoustic metamaterials) 方面的研究取得进展，最新工作发表在
Scientific Reports 上 (Sci Rep 3, 2546, 2013)。论文第一作者是
李勇博士，合作通讯作者是由我校派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
从事访问研究的梁彬副教授。该工作首次提出了声学超常表面 
(acoustic metasurfaces) 的概念，可对反射声波进行近乎任意的
操控，并利用超常表面的新颖反射特性实现了一系列特殊的声学效
应，例如对入射声波的异常反射、体波向表面波的高效率转化、声
学透镜以及非衍射的贝塞尔声束等。 

众所周知，当波（如光波）入射到两种不同媒质间的一个平面界面
上时，反射波与折射波的角度严格遵循著名的斯奈尔定律 (Snell’s 
law)，而利用具有特殊相位分布的人工微结构，将有可能设计出满
足“广义”斯奈尔定律的超常表面。最近，这个概念在科学界引起
了研究的热潮。在光学领域，人们利用等离激元的共振效应实现了
光学的超常表面，即通过共振效应来实现对反射和透射光波相位的
任意调控，并由此产生了一些特殊的光学现象，为光学器件的设计
提供了新的启示，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另一类重要的经典波，
声波的反射与折射亦遵循斯奈尔定律。因此，如能实现遵循广义斯
奈尔定律的声学超常表面，将为声波的操控提供全新的思路，对于
声学器件、声学应用乃至整个声学领域均有深远意义。但是由于声
学中并没有可与等离激元直接对应的物理机制，无法通过简单的类
比来实现类似的效应。因此，声学超常表面的实现尽管具有深刻的
物理意义与潜在的应用前景，却仍然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难题。 

程建春小组提出了一种新的设计思路，通过折叠空间 (coiling up 
space) 这一声学特有的手段设计了一种具有高折射率的声学超常材
料，仅通过对空间折叠单元高度这个单一参数的调节即可实现对折
射率的大范围调控（如图 1 所示）。通过合理的设计，构建了若干
个尺寸远小于工作波长、且厚度完全一致的声学超常材料微单元，
每个单元产生的反射声波的相位均可在   范围内自由调节。由此，
通过选择合适的单元排列方式，即可构建出具有不同相位信息的超
常表面，对反射波的波阵面形态进行任意调控，从而实现了声学的
广义斯奈尔定律。利用声学超常界面这种新颖的声反射特性，可以
设计各种特定的相位分布，用于产生一些难以用天然材料实现的特
殊的声学效应。例如：异常反射，即声波正入射到此表面后的反射
角可以任意调控，如图 2a 所示；当反射角为 90 度时，即可实现体
波到表面波的高效率转换，如图 2b 所示；另外，声学聚焦 (图 2c) 
和非衍射的贝塞尔声束 (图 2d) 也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单元排列来
实现。此外，与光学的超常表面相比，由于声学超常表面是基于全
新的物理原理、采用声学特有的空间折叠结构构建而成，因此具有
光学超常表面所不具备的深亚波长性质，其厚度可比工作波长低一
个数量级以上。声学超常表面的这些性质为声波操控提供了崭新的
设计可能性，且十分有利于相关器件的简单化与小型化，具有重要
的应用前景。 

 

 

图 1(a) 利用折叠空间方法构建的声学超常表面微单元示意图 (b) 

每个声学微单元产生的反射波相位可以通过调节单一参数 a

来实现范围内的任意调控。 

 

图 2 特殊设计的声学超常表面对沿-x 方向入射的平面声波分别产生

的 (a) 异常反射、(b) 体波到表面波的高效率转换、(c) 声学

聚焦以及 (d) 非衍射的贝塞尔声束现象。 
 

 

 

我校物理学院声学研究所在声学超常材料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 

撰稿人: 物理学院 

 



科技信息 2013 年第 9 期（总第 195 期） 13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9 月 3 日（北京时间）报道，澳大利亚斯威本科技大学和德国埃尔朗根-纽伦 堡弗里德里希•亚历山大
大学（FAU）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通过模仿蝴蝶翅膀的微观结构，开发出一种小于人类头发丝宽度的纳米级光子晶体
设备，能同时适用 于线性和圆形偏振光，使光通信更迅捷更安全。 

该光子晶体可以同时分割左、右圆形偏振光，其设计灵感来自于卡灰蝶，也称为黄星绿小灰蝶。 它的翅膀里具有三维纳
米结构，赋予其充满活力的绿色。其他昆虫也有可提供色彩的纳米结构，但卡灰蝶却有着一个重要的不同。斯威本大学
的马克•特纳博士说： “这种蝴蝶的翅膀包含一个互连的纳米级螺旋弹簧巨大阵列，形成了独特的光学材料。我们用这个
概念来开发光子晶体装置。” 

光子晶体相当于微型偏振分光镜。偏振分光镜用于现代技术，如电信、显微镜和多媒体。但天然晶体只适用于线性偏振
光，不能用于圆形偏振光。研究人员利用三维激光纳米技术，使得该光子晶体具有了天然光子晶体没有的特性，从而能
适用于圆偏振光。这种微型设备包含了超过 75 万个微小的聚合物纳米棒。 

斯威本大学微光电中心主任顾敏（音译）教授说：“我们相信已经创建了第一个纳米尺度的光子晶体手性分光镜。它有
可能成为开发集成光子电路的一种有用的电子元件，在光通信、影像学、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和传感中发挥重要作用。
该技术为转向纳米光子 器件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使我们朝着开发可以克服超高速光网络带宽瓶颈的光学芯片更近了一
步。” 

该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最新一期的《自然—光子学》杂志上。 

 

 

 

 

 

 

《Nature Photonics》杂志精选：科学家开发出纳米尺

度光子晶体 
撰稿：科技日报 2013 年 9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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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美国马萨诸塞州阿姆赫斯特
大学的一个国际天文学团队，通过使用 美国国家航空航
天局（NASA）高度灵敏的钱德拉 X 射线太空望远镜，解
决了一个长期存在的谜团：为什么在星系中心大多数超大
质量黑洞（SMBH）的吸积率 非常低，即吞入很少宇宙
中可用的气体，反倒“装作”自己在严重的节食。该研究
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科学》杂志上。 

研究人员说：“原则上，超大质量黑洞能够吸入一切，但
在研究中发现，情况并不尽然。”天文学家曾经以为随着
超大黑洞的强烈引力，它们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吞噬各种恒
星、尘埃和其他物质。但近年来，研究人员意外地发现最
大的超大质量黑洞却以非常低的水平吸积物质。 

事实上，超大黑洞的 X 射线信号来自一个远远大于其本身
的区域，而这些信号往往令人惊讶地微弱，以至于难以将
其从星系中心分辨出来。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谜团：为什
么大多数这些黑洞的信号如此微弱？ 

研究人员利用钱德拉 X 射线太空望远镜进行了很长时间的
观测，详细了解银河系的中心人马座 A*星系中央的超大
质量黑洞的最近处的细节，也就是大约距我们 2.6 万光年
之遥。他们第一次能够精确定位并在人马座 A*附近的 X
射线源中进行辨别，以准确 识别超大质量黑洞正在“吃”
些什么。 

为了解释微弱的 X 射线信号，一些天文学家推断，从超大
质量黑洞周边区域的排放物与黑洞本身 没有任何关系，
而与超大黑洞相联系的集中的低质量恒星有关。研究人员
说：“在超大黑洞附近也有数量庞大的年轻且大质量的恒
星以及低质量恒星，所以它仿佛是 身处非常拥挤的星系
‘闹市区’里。因此，很难令人辨明发生了什么。” 

研究人员解释道，巨大质量的恒星之间有极高速的风，这
些风以非常高的速度碰撞并形成涡流， 由此使得在这种

环境中的气体非常热。研究人员发现，首先，超大质量黑
洞难以吸积这样的气体；其次，气体太“烫”以至于黑洞
难以下咽。相反，黑洞会拒绝约 99%这种超热物质，只
允许少量的进入。这是情理之中的，因为气体越热，黑洞
就越发困难将其拉入。超大质量黑洞的影响范围和其吸积
或“引诱”新物质的能力 是随着气体温度升高而下降的。 

研究人员指出：“现在，我们已经从物理的角度解决了相
关疑问，根据观察第一次把黑洞周围移 动的大质量恒星
和 X 射线发光物质之间进行联系，最后明确地排除这些来
自集中的低质量恒星的 X 射线。而且，天文学家不仅检测
到 X 射线源，还首次可以描述其形 状是瘦长的。现在我
们知道是什么样的物质进入黑洞，但是它是怎样发生的，
仍然是个疑问。”

 

 

 

 

 

 

《Science》杂志精选：研究揭开超大黑洞严重“节食”

之谜 
撰稿：科技日报 2013 年 9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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