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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期间，我校教师分别在 Nature Photonics、PNAS、Chemical Reviews 及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发表论文。 
 本期刊内容 

 

科技新闻 

02 
201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顷目

获资助情况通报 

03 
我校 7 顷省自然科学基金创新学

者攀登顷目顸利通过验收（三） 

05 

Purple Mountain Research 

Conference：2014 年超分子化

学 和 动 态 材 料 国 际 论 坛 成 功 召

开” 

06 

内生金属矿床成矿机制研究国家

重点实验室“石话石说”论坛第 2

次研讨会成功召开 

06 
“有毒污染物控制及资源化”教

育部创新团队顸利通过验收 

07 
《 自 然 》 执 行 主 编 Nick 

Campbell 一行访问我校 

科学研究 

08 
封面文章—《自然-光子学》

刊登我校肖敏教授研究团队最新

研究成果 

10 封面文章—我校物理学院王炜

教授课题组在蛋白质分子功能运

动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11 
封面文章—我校陈洪渊院士研

究团队在国际学术期刊《化学评

论》发表长篇综述论文 

12 
封面文章—《自然-通讯》发

表模式动物所高翔教授课题组成

果 

12 

我校模式动物研究所朱敏生教授

课题组首次成功建立遗传性高血

压小鼠模型 

13 
基于复合干涉效应的等离激元光

子开关研究取得进展 

国际热点 

14 
《CELL》杂志精选：科学家发现

细胞标记新机理 

15 
《Nature》杂志精选：纠缠光子

拍出“薛定谔猫”悖论照片 

 

内容提要： 

2014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评审工作现已基本结束。经评

审我校目前已有 315 个项目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经费

总额 2.4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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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6 月，国际学术杂志

《生物化学杂志》在线发表我

校模式动物研究所朱敏生教授

课题组的最新研究成果。该课

题组首次成功建立遗传性高血

压小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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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现已基本结

束。经评审我校目前已有 315 个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资助，经费总额 2.4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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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6 项,其中面上项目 418 项，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 258 项。经评审我校有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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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项，青年基金 104 项，资助总金额为 16808.8 万元，

项目批准率为 41.27%，其中面上项目批准率为 41.87%，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批准率为 4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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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我

校有 313 个项目获得资助，其中面上项目 199 项，青年基

金 114 项，资助总金额为 18078.05 万元相比，项目数减

少了 34 项，经费数减少了 1269.25 万元，分别下降了

10.86%和 7.02%。 

今年我校有 7 个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资助，共获经费 2407 万元。 

2014年各院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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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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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9 668 69.23 

数学系 11 7 320 63.64 

物理学院 38 24 1848 63.16 

化学化工学院 68 39 2554 57.35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27 17 1184 62.96 

大气科学学院 22 8 604 36.36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29 13 710 44.83 

环境学院 45 15 565 33.33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28 6 411 21.43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28 14 964 50.00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43 19 1156 44.19 

生命科学学院 47 19 1331 40.43 

医学院 35 11 645 31.43 

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42 35 1346 24.65 

商学院 27 10 508.8 37.04 

工程管理学院 16 7 337 43.75 

模式动物研究所 15 10 799 66.67 

国际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所 6 1 84 16.67 

现代分析中心 1 0 0 0.00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2 7 366 58.33 

软件学院 9 2 106 22.22 

其他院系 14 6 302 42.86 

总   计 676 279 16808.8 41.27 

 

 

 

 

 

 

集中接受期各科学部面上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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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42 2919 60.00 

化学科学部 93 58 3592 62.37 

生命科学部 52 22 1634 42.31 

地球科学部 100 42 2709 42.00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46 18 1002 39.13 

信息科学部 76 25 1659 32.89 

管理科学部 52 20 955.8 38.46 

医学科学部 187 52 2338 27.81 

合 计 676 279 16808.8 41.27 

2014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重点顷目清单 

项  目  名  称 负责人 所在院系 
资助金额 

（万元） 

华夏地块古生代-早中

生代花岗岩及相关岩

石成因与陆壳再造 

徐夕生 
地球科学与工程

学院 
350.00 

金属导电性与铁电极

化共存的新型功能材

料设计与制备 

刘俊明 物理学院 354.00 

磁性树脂深度处理去

除城市污水中难降解

有毒有害物质的技术

原理 

李爱民 环境学院 350.00 

面向大数据的知识表

示、推理、在线学习

理论及应用研究 

高  阳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系 
350.00 

基于片上回音壁模光

学微腔的光力量子基

态冷却 

肖  敏 物理学院 362.00 

面向非显示应用的人

工微结构液晶材料研

究 

陆延青 
现代工程与应用

科学学院 
361.00 

区域空气质量管理机

制创新研究 
毕  军 环境学院 280.00 

 

201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顷目获资助情况通报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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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7 顷省自然科学基金创新学者攀登顷目顸利通过验收（三）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唐峰 

可控纳米硅量子点结构及其在光电器件中的应用 

（BK2010010，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徐骏）

作为在地壳中含量丰富的半导体硅材料，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它也

是制作太阳能电池的主要材料之一。随着半导体微纳加工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以及纳米科学的进步，人们

已逐渐将目光从半导体体材料转向了半导体低维量子结构材料，包括二维(量子阱)、一维(量子线)和零维

(量子点)材料体系。由于这些低维半导体结构中呈现出与体材料所不同的与尺寸相关的物理特性，从而使

人们可能通过在纳米尺度上调控材料的结构来获得基于纳米材料的新功能和新效应，设计和制备出高性能

的新器件，特别是可以发展出基于硅基纳米结构的光电子集成技术以及高效率低成本新一代硅基太阳能电

池等。因此，对硅基纳米结构的可控制备，物理性质以及器件应用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是当今国际上的

非常活跃前沿课题之一，也促使我们在已有的硅基量子点材料可控制备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非晶-纳米

晶相转变的物理学机制，获得了高密度，尺寸均匀可控（< 10nm）的纳米硅基多层膜结构，提出了一种利

用原子力显微镜和开尔文探针显微镜技术相结合，对纳米硅中载流子的注入以及存储特性进行定量研究的

方法，由此成功地对纳米硅/碳化硅结构的电子和空穴注入以及衰减行为给出了数值解析结果，确定了载

流子的复合过程与机制；成功制备出了基于纳米硅量子点的电致发光原型器件，器件开启电压小于 5V，

外量子效率达 10-3，显示出很好的应用前景。此外，项目还探索了新型硅量子点在太阳电池方面的应用。 

项目在包括 Nanoscale, IEEE J. Selected Topics in Quantum Electronics 和 Optics Express 等在内的国际学

术刊物发表 SCI 论文 22 篇，应邀在多个国际学术会议上做了邀请报告，担任了第 24 届国际非晶和纳米晶

半导体会议的程序委员会委员，欧洲物理学会应用物理杂志编委。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5 项，其中获得授权

1 项。负责人徐骏教授还获得了江苏省“333 工程”突出贡献奖。在项目执行期间，培养博士研究生 3

名，硕士研究生 8 名；并获得了国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973 项目）子课题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课

题的后续支持。以上成果为推动半导体硅基纳米量子点材料的研究及应用，提升我国在国际硅基光电集成

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卵巢早衰的分子机制及其生物标记的研究 

（BK2010011, 模式动物研究所 徐璎） 

临床卵巢早衰（POF）是指发生在 40 岁之前女性的卵巢功能衰竭。近年来，随着人类生活环境及饮

食习惯的激变，POF 的发病率已从不到人群 1%上升到约 3.5%。越来越多的女性出现卵巢功能提前衰退。

POF 严重影响妇女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引发骨、心脑血管及神经系统等病变，造成特定年龄段死亡率

增加近两倍。POF 是典型的异质性疾病，病因多样复杂，其机制至今不明。深入研究 POF 分子机制，特

别是强调其背后的生物学本质，即以卵巢发育和衰老生物学核心问题为对象，对最终发展临床早期预测、

诊断和治疗新技术甚为必要。由于人体研究的复杂性，包括不易获取卵巢样本，人体实验的限制等，我们

对人体生殖功能衰退发生的分子机制的认识还非常有限，不能满足预防、诊断和治疗卵巢早衰的需要。相

关模式动物，即成为最好的研究体系。特别是基因工程小鼠的应用，则使我们甚至可以将整体生理学研究

与分子及细胞学研究关联起来，系统模拟人类卵巢功能衰退的全身性、综合性、早期性（胚胎期）和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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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过程，探讨卵巢功能衰退的发生、发展的分子机制，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因此本项目一方面通过收

集 POF 病人样本，从病人出发寻找易感基因；另外一方面通过建立模式动物，研究包括生物节律在内的

内外环境对卵巢发育的影响。通过不同层次的深入研究，我们收集了一定规模的 POF 病人样本库，筛选

到了几个有价值的与卵巢早衰密切相关的基因并建立了小鼠模型。通过引进影响整体细胞的应激、衰老、

生物钟调节模块，研究它们与局部卵巢模块之间的相互影响；发现了生物钟能够链接到周围组织包括代

谢，卵巢等器官协调生物节律的关键结构基础。通过此项目实施，我们也建立了一批与卵巢发育相关的模

式动物，为中国卵巢功能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模式动物研究平台。 

项目共发表 SCI 论文 11 篇，其中大于 9 分论文 3 篇，总影响因子大于 80。 尚有大量数据拟向国际一

流杂志投稿。以此项目为基础，在科技部重大项目中期评估中该项目获得好评，并且增加 300 万额外资

助。后续研究也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 

 

超导固态量子器件中宏观量子态的相互作用及其探测 

（BK2010012，物理学院 于扬） 

量子信息和量子计算作为一种后摩尔时代的信息处理方案，有可能给人类生活带来新的革命性进步，

因此是目前国际前沿热点。量子信息处理的核心要求是对单个或多个比特量子态的调控和探测。由于量子

态很脆弱，外加设备对量子态的调控和测量会导致量子态的改变，同时量子比特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也给比

特控制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如何提高量子态的调控和测量精度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项目着

重探索新的量子调控方案，首次提出利用朗道-齐纳（landau-Zener）隧穿调控多比特量子态和产生多比特

纠缠，并率先在超导量子比特中演示了 3 个固态量子比特的相干调控和纠缠，是量子信息处理实用化进程

上的重大突破；首次提出并利用超导位相比特实现几何相的朗道-齐纳量子干涉，为实现几何相的量子逻

辑门和容错量子计算提供了新的方案，同时也首次实现了一种新的量子干涉现象。 

项目共发表 SCI 论文 22 篇，其中国际著名综合类杂志 Nature Communications 1 篇，物理学顶级期刊

Phys. Rev. Lett. 5 篇，此外还有物理学一流期刊 Phys. Rev. 系列 6 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一项。以此为基础

获得了国家 2011 协同创新中心、科技部重大研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研究计划的进一步资

助，项目负责人于扬教授 2013 年当选国际著名物理期刊 Physica C 的顾问委员，项目组骨干成员获得省杰

出青年基金、中组部拔尖人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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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rple Mountain Research Conference：2014 年超

分子化学和动态材料国际论坛成功召开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2014 年 6 月 12-13 日，由南京大学配位化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介观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京理工大学和

江苏省化学化工学会联合主办的 PMRC：2014 年超分子化

学和动态材料国际论坛  (Purple Mountain Research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Forum of Supramolecular 

Chemistry and Dynamic Materials)在南京紫金山成功举

行。本次论坛邀请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和新

加坡等十多名国际知名学者，以及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和

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 40 名专家学者和技术精英，

共同研讨超分子化学和动态材料前沿问题。南京大学配位

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左景林教授担任论坛主席，著名

超分子化学家南开大学刘育教授和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

汀分校 Jonathan Sessler 教授任科学委员会主席；南京

大学王乐勇教授和沈珍教授任组织委员会共同主席。 

左景林教授作为大会主席致欢迎辞，并对配位化学重

点实验室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介绍。会议组织

委员会主席沈珍教授和王乐勇教授主持了开幕式。 

超分子化学被称为研究“分子的社会学”的一门科

学，是一个高度交叉的多学科研究。深入研究超分子体

系，不仅将极大地推动分子化学学科的发展，而且将促进

化学与物理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

交叉，从而产生新的概念、方法、材料与器件。美国《科

学》杂志于 2005 年出版专刊，提出了 21 世纪亟待解决的

25 个重大科学问题，化学自组装是其中唯一的化学问

题。通过化学自组装形成的功能动态材料吸引了科学家的

广泛关注。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 Chem. Commun.副主

编 Jonathan Sessler 教授、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化学院院

长，Chem. Soc. Rev. 科学主编 Philip Gale 教授、澳大

利亚悉尼大学化学院院长 Katrina Jolliffe 教授、法国

波尔多大学欧洲化学生物研究所所长 Ivan Huc 教授、美

国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孙文芳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曾华强

博士、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Jonathon Beves 博士、

英国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 Stephen Goldup 博士、英国

南安普敦大学 Jonathan Kitchen 博士，香港中文大学陈

建成教授、以及来自大陆活跃在超分子领域的年轻学者浙

江大学黄飞鹤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杨海波教授、复旦大学

涂涛教授、四川大学袁立华教授、扬州大学刁国旺教授、

颜朝国教授、常州大学 Vysotsky Myroslav 副教授。南京

理工大学周敏教授，郝青丽教授、卢颖洪副教授、以及南

京大学王新平教授，沈珍教授，郑佑轩教授、胡晓玉副研

究员，就超分子化学和动态材料，以及生物超分子化学领

域做了精彩纷呈的学术报告，并就相关研究热点问题展开

热烈讨论。南京大学与英国南安普敦大学和澳大利亚悉尼

大学开展了紧密合作，受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院长朱

成建教授的邀请，Philip Gale 院长和 Katrina Jolliffe

院长会议期间还赴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做学术报告并与化院

的本科生召开座谈会。 

在闭幕式上，组织委员会共同主席王乐勇教授受组委

会委托总结了本次研讨会所取得的成果，希望通过此次会

议能够带来广泛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功能超分子

化学和动态材料领域的发展。 

Purple Mountain Research Conference （PMRC）的

灵感起源于有“金陵毓秀”美誉之称的紫金山。与会者认

为 PMRC 提供了化学、材料、生物科学及其相关技术前沿

领域展示和讨论的一个平台。希望今后将 Purple 

Mountain Research Conference 举办成为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系列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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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金属矿床成矿机制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石话石说”论坛第 2 次

研讨会成功召开 
撰稿人：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磊 

“石话石说”学术论坛是内生金属矿床成矿机制研究国家重点实验

室主办的专题性学术活动。6月 26日，“石话石说”论坛第 2次研

讨会在仙林朱共山楼成功举行，研讨主题为“计算和实验模拟方法

在成岩成矿研究中的应用”。王汝成院长和国家重点实验室负责人

出席会议，国际著名地球化学家、美国密歇根大学 James R. O’

Neil Collegiate 教授张有学到会指导并做精彩报告，重点实验室

研究骨干及相关研究生参加了此次学术论坛。 

本次研讨会分上、下午两个半场举行，分别由陆现彩教授和周会群

教授主持。上半场，首先由张有学教授做了题为“岩石与其他非均

相介质中的扩散”的报告，张教授不仅详细阐述了“Zhang-Liu”

物质扩散方程的构建原理和地球化学应用，而且分享了发现课题、

寻求方法、解决难题的思维历程与研究经验，并告诫与会的年轻学

者和学生要培养科研直觉，遇到灵感时要牢牢把握，深入思考。就

地质流体的物理化学研究，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刘显东副教授

介绍了利用量子分子动力学构建 pH-Eh 图的研究思路和最新进展，

王小林副教授结合实验室建设介绍了沉积 

盆地条件下地质流体性质的在线研究方法，并报告了流体相分离、

碳酸盐矿物沉淀和硫酸盐还原作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两个报告对

地质流体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与新方法，指出了理论计算与实验模拟

方法相结合的发展趋势。下半场，中国科技大学吴忠庆教授从第一

性原理计算的角度进行了对地幔矿物间同位素分馏的影响因素的探

究，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张驰副研究员介绍了利用实验模

拟的方法分别对深部含碳流体的物种及结构平衡的研究动态；南京

大学“青年千人”杨晓志教授介绍了高温高压实验在地球深部物质

相转变、早期地球演化方面的应用；物理学院万贤纲教授以“第一

性原理计算方法在地球科学中的应用”为题作了精彩的报告，并强

调指出了该方法在地球物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潜力，同时为初学者

讲解了使用第一性原理计算时常见的问题；最后，车旭东博士结合

个人研究成果和文献调研，阐述了稀有金属在花岗岩熔体和主要矿

物相间的分配关系。在场的老师和同学对每一个报告都表现出浓厚

的兴趣，进行了充分而热烈的讨论和交流。

                          

“有毒污染物控制及资源化”教育部创新团队顸利通过验收 
撰稿人：环境学院、科学技术处 

2014 年 7 月 12 日下午，由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李爱民教授

和潘丙才教授共同领衔的“有毒污染物控制及资源化”教

育部创新团队验收会议在环境学院顺利召开。参加本次验

收会议的领导有教育部科技司副司长高润生，南京大学校

长助理李成教授，南京大学科技处副处长杨永华教授。担

任本次验收会议的专家组组长为河海大学副校长王超院

士，专家组成员包括南昌航空大学副校长罗胜联教授、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俞汉青教授、华东理工大学汪华林教授和

同济大学张亚雷教授。 

校长助理李成教授代表学校致欢迎词，李校助首先对各位

领导和专家的莅临指导表示了热烈的欢迎，然后简要介绍

了南京大学近年来在科研体制创新、平台搭建以及人才培

养等方面做出的努力，并重点介绍了环境学院近年来的发

展概况及取得的成就。高润生副司长接下来做了重要讲

话，高司长首先传达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近期在科技创新，

深化体制改革，构建创新型国家等方面做出的重要指示。

然后高司长提出了学校和基层单位要抓好科技评价制度、

科研项目 

及经费管理和科技成果转化制度等三项改革，切实做好产

业链、资金链和学科链的建设，根据实际情况及需求，创

新管理模式和平台体系，建设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学

科和人才团队。 

李爱民教授代表团队进行了验收汇报，李教授从建设目标

与执行概况、平台建设与团队发展、创新能力与社会贡

献、科教结合与人才培养、团队文化与管理运行等五个方

面进行了汇报。经过三年的建设，该团队在平台建设、科

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各项考核指

标均超额完成了预定目标，圆满完成了建设任务。专家组

认真听取了总结汇报，并查阅相关验收材料，一致认为

“有毒污染物控制及资源化”创新团队完成了建设任务，

达到了预期目标，成绩优秀，通过验收。同时建议该团队

进一步聚焦研究方向，加强未来领军人才和青年骨干人才

培养，争取取得重大原创性成果，努力成为基金委创新群

体。 

验收会议最终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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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执行主编 Nick Campbell 一行访问我校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陈晓清、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陈楠 

 

2014 年 6月 26 日上午，濮励杰校长助理会见来

访我校的《自然》执行主编 Nick Campbell、《自

然通讯》执行主编 Ed Gerstner 一行。参与会见

的还有校匡亚明学院、化学化工学院、现代工程

与应用科学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国际合作与交

流处、科学技术处的相关代表和负责人。 

濮励杰对来宾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我校

近年在科研领域取得的成就。各学院代表分别介

绍了各自研究团队在包括《自然》及《自然》子

刊在内的国外顶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经历，科

技处代表介绍了我校在自然指数（Nature 

Index）的排名情况。 

Nick Campbell 执行主编对与我校合作提出两点建

议：一是希望参考自然出版集团与其他国内高校

合作创办高水平 

 

学术期刊的模式，探索与我校在物质学科及生命

科学领域合作创办学术期刊的可能性；二是期望

为我校研究人员提供学术出版培训服务。 

下午，Nick Campbell 和 Ed Gerstner 在唐仲英楼

会议室为我校师生做了题为“《自然》、开放获

取与你”的专题报告。报告会由校长助理李成主

持。两位执行主编向我校师生介绍了如何在《自

然》及其他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研究人员在选

择发表论文的期刊时应考虑的因素以及自然出版

集团开放获取出版物概览等。两位主编的报告吸

引了我校来自物理、化学、生物、材料、医学等

学科师生的关注，他们还与师生们积极讨论互

动。李成在报告会结束时指出，希望我校今后能

与自然出版集团加强联系，为我校师生提供更多

与《自然》零距离接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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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光子学》刊登我校肖敏教授研究团队最

新研究成果 
撰稿人：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吴雪炜 

最近，我校“千人计划”肖敏教授与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姜校顺副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在实验上实现了基于高品质

因子有源-无源耦合光学微腔的宇称-时间对称和可调谐光学隔离。该研究成果于 6 月 22 日在线发表（7 月 1 日正式出

版）在《自然-光子学》期刊上（Nature Photonics，8，524 (2014).）。论文的第一作者是硕士生常龙同学，指导老师

是姜校顺和肖敏老师,耶鲁大学的合作者温建明博士和蒋良教授在理论上为本工作提供了支持。研究生华士跃、杨超、李

冠宇和王冠中对该工作的样品制备和测量做出了贡献。 

近年来，宇称-时间对称量子力学在基础理论研究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然而，在真实的物理系统中观察到这一有趣的物

理现象仍然具有很大的挑战性。直到 2007 年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的 Christodoulides 教授指出这种宇称-时间对称现象

可以在具有平衡增益和损耗的耦合光学系统中实现，从而将宇称-时间对称量子力学概念引入到光学领域。这一类比迅速

推动了宇称-时间对称及对称破缺在理论和实验研究上的快速发展，并导致了宇称-时间对称光学这一新兴领域的出现。

到目前为止，宇称-时间对称系统已经在理论上预言了很多新奇的光学现象，但该领域的实验进展则相对较慢，只有少数

几个实验比较清晰的展示了宇称-时间对称的特性。而这大部分的实验都是基于耦合光学波导的结构。 

不同于其他的工作，本工作利用直接耦合的两个光学微腔，通过平衡其中一个光学微腔中的增益与另一个微腔中的损

耗，在芯片上实现了光通讯波段的宇称-时间对称，并观测到了宇称-时间对称到对称破缺的演化过程，从实验上确定了

宇称-时间对称到其破缺的临界点。由于光学微腔具有高品质因子和小模式体积的特点，使得有源（通过掺杂稀土离子）

微腔提供的增益很容易大于其自身损耗且达到增益饱和，而无源光学微腔的本征损耗又非常小。因此，有源光学微腔提

供的净增益可以相对容易的平衡无源光学微腔的损耗，而这一条件在耦合波导系统中则是相对较难实现的。该工作通过

精密调控耦合微腔间的相互耦合及光学微腔的温度，在高品质因子有源-无源耦合光学微腔体系中实现了宇称-时间对

称，为宇称-时间对称量子力学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伴随着光子集成技术的发展，需要将传统的光学器件全部集成在光学芯片上。而光学隔离器则是其中的一种重要元件。

然而，在芯片上实现光的非互易传输则是非常困难的。最近，在芯片上实现的光学隔离大多具有较大的损耗或者需要较

高的光学功率。一些研究表明宇称-时间对称可用于实现光的单向反射或透射。同时，也有些研究提出宇称-时间对称与

光的单向传输存在必然的联系。本工作从理论与实验上澄清了这一重要问题，并指出宇称-时间对称与光的单向传输之间

没有必然的联系。非常重要的是，该工作提出了一种新的实现光学隔离的机制，即利用增益饱和非线性效应。该工作在

实验上实现了对纳瓦量级光功率的超灵敏隔离，是目前在芯片上实现光隔离的最低记录。实验中观测到了 8 dB 的光学隔

离，并实现了正向隔离与反向隔离间的转换，揭示了该有源-无源微腔耦合系统可以被用于实现集成光开关器件。 

该工作对于从本质上理解宇称-时间对称量子力学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一有源-无源光学微腔耦合系统在集成光子学

中可能会找到更多的潜在应用。 

该研究得到了科技部量子调控重大研究计划（97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和青年基金等项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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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有源-无源光学微腔耦合系统。 

图 2：超灵敏的光学隔离特性。 

图 2 超灵敏的光学隔离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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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物理学院王炜教授课题组在蛋白质分子功能运动研究

取得重要进展 
撰稿人：物理学院 秦猛 

我校物理学院王炜教授课题组在蛋白质分子功能运动理论

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他们的研究论文“ Energy 

landscape views for interplay among folding, 

binding, and allostery of calmodulin domains”于

2014 年 7 月 7 日在线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 

2014, 111, DOI:10.1073/pnas.1402768111）上，论文第

一作者是李文飞教授。该项研究是与京都大学 Shoji 

Takada 教授合作，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江苏省自

然科学基金支持。 

蛋白质分子是生命系统行使生物学功能最主要的生物大分

子。在行使功能过程中，有一大类“别构蛋白”在辅助因

子（如金属离子、ATP 分子等）帮助下，在两个功能状态

之间反复做开关运动。与只有单个功能结构的“简单蛋

白”相比，这类别构蛋白序列所编码的氨基酸水平物理相

互作用网络和蛋白结构展现出特殊复杂性，需同时满足如

下要求: 1）具有漏斗形能量面，以保证其正确折叠；2）

两个功能状态之间的能垒尽量低，以实现高效率的功能运

动和别构信号的跨尺度传递；3）能够有效地结合辅助因

子。别构蛋白如何协调上述三个方面要求，从而同时实现

正确的折叠、高效的别构运动和精准的辅助因子结合,以

及这类别构蛋白如何组装和调控下游蛋白功能运动的研

究，是生物物理、生物化学、医学等多学科普遍关心的前

沿方向之一。钙调蛋白(calmodulin)是典型的别构蛋白，

通过与钙离子的结合，在一系列信号调控和传导过程（如

细胞凋亡、肌肉收缩和神经信号传导等）中起重要作用，

其研究一直是相关领域的热点课题。 

最近，李文飞教授及其合作者，在统计物理学和能量面理

论框架下，建立了一个能够统一描述蛋白质折叠、别构运

动以及辅助因子结合的理论模型。该模型有效整合了蛋白

质折叠的最小阻挫原理以及该小组前期工作中发现的蛋白

质序列设计的别构特征，并基于多尺度策略描述了由辅助

因子所引入的局域相互作用与蛋白质大尺度构象运动的跨

尺度相互作用网络特征，以及辅助因子对能量面的重塑效

应。以钙调蛋白为例，通过模拟计算，他们首次在统一的

理论模型框架下实现了对别构蛋白折叠、别构运动和辅助

因子结合过程的整合描述，并揭示出上述三个动力学过程

相互耦合和协调运作的微观物理机制（图 1）。特别是，

他们发现自然界蛋白质高效率别构运动的要求会显著降低

折叠能量面的优化程度，从而对折叠动力学引入阻挫。辅

助因子的引入能够显著改变别构蛋白的折叠机制：在低辅

助因子浓度下，别构蛋白的折叠以“自发折叠”机制为

主；随着辅助因子浓度的增加，别构蛋白的折叠机制转化

为“诱导折叠机制”。 

以上研究结果对揭示分子层次上生物系统实现生物功能的

基本物理原则和信号传导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并可为寻找

基因/蛋白质缺陷相关疾病的有效治疗途径提供参考。

 

 

 

图 1：(A)典型别构蛋白“钙调蛋白”(calmodulin)两个功能

状态结构(左：“闭态”；右：“开态”)，黄色小球表示钙离

子。(B)蛋白质折叠、别构运动和辅助因子结合三个动力学过

程相耦合的动力学和能量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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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陈洪渊院士研究团队在国际学术期刊《化学

评论》发表长篇综述论文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近日，国际学术期刊《化学评论》（Chemical Reviews）在线发表了

我校化学化工学院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陈洪渊院士、徐静娟

教 授 课 题 组 的 论 文 “ 光 电 化 学 DNA 生 物 传 感 器 ”

（ Photoelectrochemical DNA Biosensors ）

（http://pubs.acs.org/doi/abs/10.1021/cr500100j）。光电化学

DNA 生物传感器是基于光电转换界面实现对 DNA 分子检测的一种新方

法，由于其具有的高灵敏度和选择性，近年来发展十分迅速。该文结

合该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和国际上近年来的相关成就，从基本概念、方

法原理、传感策略以及实际应用等角度深入系统地对这一研究方向进

行了评述，全面总结了该研究方向近年来取得的重要进展并提出未来

发展方向。 

Chemical Reviews 是国际化学领域备受推崇、影响力最高的学术期刊之一（2013 年公布的 IF 为 41.298），为美国化学

学会属下的顶级期刊综合版，报道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生物化学和化学基本理论等方面具有综

合性和权威性且可读性强的最新总结与评论。 

该课题组近年来在光电化学基础与应用研究方面深入工作，围绕生命科学中的重要物质如 DNA/肿瘤标志物的检测展开研

究，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成果。例如，基于 CdS 量子点和 Au、Ag 纳米颗粒，首次揭示了光电化学能量转移过程并进而建立

了针对 DNA 检测的新方法（Anal. Chem. 2012, 84, 5892；Chem. Commun., 2011, 47, 10990.）。利用 LSPR 振荡产生

电子来作为电流产生来源，首次报道了等离子体光电化学传感等新机制（Chem. Commun., 2012, 48, 895.）。基于功能

化半导体纳米电极结合不同的酶放大体系，开发了一系列新颖的针对蛋白质/肿瘤标志物的检测方法（Anal. Chem. 2012, 

84, 917；Chem Commun, 2012, 48, 5253，cover paper；Anal. Chem. 2012, 84, 10518.）。利用辣根过氧化物酶、

碱性磷酸酶和乙酰胆碱酯酶，还开发了多种新型酶传感体系（Anal. Chem. 2013, 85, 8503；Anal. Chem. 2013, 85, 

11686.）。此外，通过含有羧基的无金属卟啉连接氨基苯硼酸与 TiO2 构建的生物传感界面，他们建立了一种用于细胞捕

获与定量分析的新方法。基于这种细胞捕获和测定方法有望

在细胞生物学、药理学和毒性监测等领域取得应用，将有助

于相关的癌症研究与临床诊断（Chem Commun, 2012, 48, 

9456, cover paper）。最近，在 TiO2纳米管/BiOI 纳米片复

合 p-n 结电极上，他们利用高效的葡萄糖脱氢酶催化体系，

报道了一种新型的光电生物化学传感器并成功用于了血管内

皮生长因子的检测（Sci. Rep. 2014, 4, 4426.）。这些论

文引起了较广泛的关注，相关综述亦对该系列工作进行了大

篇幅的引用。有鉴于此，该课题组还应 Electrochemistry 

Communications 主编、国际著名电化学家牛津大学教授 R.G. 

Compton 邀请在该期刊撰写综述一篇（ Electrochem. 

Commun., 2014, 38, 40.）。以上论文第一作者均为我院青

年教师赵伟伟博士。 

以上工作得到了国家重大仪器开发项目，国家基金委杰出青

年 基 金 项 目 和 青 年 基 金 项 目 等 课 题 经 费 的 资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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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通讯》发表模式动物所高翔教授课题组成果 
撰稿人：模式动物研究所 黄赞 

 

我校模式动物研究所高翔教授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干细胞因子及其受体调节线粒体功能与能量代谢》（The stem 

cell factor/Kit signalling pathway regulates mitochondrial function and energy expenditure）于 2014 年 7

月 7 日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发表。该论文的第一作者为我校模式动物研究所博士生黄赞和阮海

斌，高翔教授是该论文的通讯作者。 

干细胞因子（Stem Cell Factor, SCF）及其受体（Kit）在多种细胞的存活和生长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本文作者发

现脂肪中的 SCF 和 Kit 表达，在进食和冷刺激后发生变化，此外，肥胖的小鼠和人类中也均有此变化。作者同时发现一

种 kit 功能缺失型突变小鼠表现为能量消耗减少，进而出现肥胖。进一步研究表面，这一表型是由小鼠的棕色脂肪和骨

骼肌的中 PGC1a 的表达量下降，及线粒体功能减弱引起的。线粒体的功能是为细胞的生长提供能量。而与之相反的现

象，当在小鼠中过表达 Kit 的结合因子 SCF则会导致体温上升，并且伴随着体重下降。 

这一研究结果揭示了 SCF/Kit 信号通路的调节线粒体作用的新功能，进而作用于细胞的生长，提示了一条治疗代谢疾病

的新途径。 

该课题研究得到了国家基础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2011CB944104)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2011BAI15B02 和

2012BAI39B01) 资助。 

我校模式动物研究所朱敏生教授课题组首次成功

建立遗传性高血压小鼠模型 
撰稿人：模式动物研究所 

 

2014 年 6 月 20 日，国际学术杂志《生物化学杂志》（J Biol Chem）在线发表我校模式动物研究所朱敏生教授课题

组及合作者——美国西南医学中心的 James T Stull 教授和军科院杨晓教授等的最新研究成果“MYPT1 regulates the 

contraction and relaxation of vascular smooth muscle and maintains blood pressure”. 

该课题组发现 MYPT1 组织特异性基因敲除小鼠的血管平滑肌，对 GPCR 激动剂和去极化刺激高度敏感；在生理无刺激

状态下，小鼠出生 3周内血压即达 140 mmHg，变化范围终身稳定。 

MYPT1 缺失小鼠有望成为目前最理想、可商业化的高血压疾病模型，应用于基础研究和各类药物筛选。该模型主要

有以下三点优势： 

1） 首次成功建立遗传性高血压小鼠模型，表型稳定，无需介入诱导。 

2） 心肾等重要脏器功能正常，胃肠功能和生存变化也不显著，系单纯的肌源性高血压。（见该团队研究

《Gastroenterology》 2013 Jun;144(7):1456-65）。 

3） 几乎对所有类型的降压物质均敏感， 如 ROCK抑制剂、PKC抑制剂、一氧化氮、乙酰胆碱等。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该模型的雄性小鼠交配困难，可能用于雄性勃起障碍（ED）疾病模型。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为我校模式动物研究所毕业学生乔艳宁和何伟奇博士，他们通过 6 年多的努力完成了动物基因组

改造、系列表型分析和机制研究。论文的通讯作者为模式动物研究所的朱敏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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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复合干涉效应的等离激元光子开关研究取得

进展 
撰稿人：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李涛 

光通信与光处理技术在在现代飞速发展的信息社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微型化高集成度的光子芯片与光子集成技

术一直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是，光学衍射极限的限制是阻碍光子高密度的集成的主要因素。金属微纳结构所支持的表

面等离激元为实现亚波长光子集成提供新的途径。 

近期，我校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介电体超晶格实验室的博士生王雨淋在李涛教授、祝世宁教授指导下利用金属波导

实现了微纳尺度下的光子开关，其器件尺度仅有十几微米（核心部分<5微米），为实现超紧凑的光子逻辑器件提供的基

本单元。本论文近期在 Laser & Photonics Reviews 8, L47 (2014)发表，并入选为当期的内封底（见图一）。该开关

功能的实现主要通过金属波导中的等离激元近场干涉实现的。本工作除了实现光子开关功能外，另一个重要发现是揭示

了等离激元波导的分束纳米结构中受尺寸调节的两种复合的干涉机制，可以在 开关的两个输出端口中实现同步和反

同步的干涉输出（见图二）。特别是同步干涉效应是由等离激元所特有的模式场交叠完成，打破了传统的光学分束器仅

有的透反射干涉的机制。该原理及效应在本工作中首次被发现报道。 

该成果一方面为亚波长光子集成提供了新的方案；另一方面，其揭示的特有的干涉机制，为揭示表面等离激元的波粒二

象性及相关的量子特性研究提供的很好的平台。

（注：Laser & Photonics Reviews 是 WILEY-VCH 公司出版的光学顶级期刊。它目前的影响因子是 7.976，在全部

80 类光学期刊中排第二，仅次于 Nature Photonics。） 

 

 

 

图 1. 等离激元光子开关示意（LPR

第 8 卷，第 4 期内封底页面） 

 

图 2.（a）等离激元光子开关样品图（绿框为核心分束部分

平方微米）；（b）反同步的 开关功能；（c）和（d）分别是

在反同步与同步干涉下输出端口随相位调制的强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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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杂志精选：科学家发现细胞标记新机理 

撰稿：中国科学报 2014 年 8 月 22 日

如果想要向世人展示自己与众不同，你可能会买
一辆丰田普锐斯或纹一个贾斯汀•比伯的纹身。但
实际上，细胞是更好的方式，因为它能通过多种
方式展现你的与众不同。近日，研究者发现了一
个全新的机理，可以据此标记人体内的各种细
胞，并确保这些细胞间不会相互转化。 

科学家早在数十年前就已经发现了基础基因密码
的存在，即细胞通过转化一串 DNA 碱基使之成为
一个蛋白质的氨基酸。但 10 多年来，科学家一直
在尝试破解组蛋白密码——这是一组更加复杂的
密码，内嵌在有机体的基因组中。组蛋白是一种
DNA 环绕在染色体上的蛋白质，通过化学手段调整
组蛋白可以调节基因的活动。例如，细胞可以通
过将 3 组甲基原子团附着在一种名为 H3 的组蛋白
的特定位置上，从而关闭基因功能。 

但是，若将 3组甲基原子团附着在 H3的其他位置
上，则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科学家将这种转
化称为 H3K4me3。细胞通常只会将 H3K4me3 标记附
着在基因组中很短的一段上，但研究者注意到，
H3K4me3 有时会极大地延展开，进而影响到更多的
组蛋白。 

为了弄清这些携带 H3K4me3 标记的组蛋白是否蕴
涵某些组蛋白密码，美国斯坦福大学分子遗传学
家 Anne Brunet 和同事追踪研究了 20多种细胞类
型。他们发现，在不同细胞中，延展后的 H3K4me3
标记会指向不同位置。研究者可以只依据 H3K4me3
标记在染色体上的位置辨别细胞的类别，例如肌
肉细胞或者肾脏细胞。此外，他们还注意到，
H3K4me3 标记所指向的通常是对细胞的功能或特性
十分关键的基因。 

研究者进一步表示，H3K4me3 标记之所以能够将各
种细胞区别开，实际上是通过一种名为 RNA 干扰
（RNAi）的手段干扰神经前体细胞的运转，而后
者可以转化成任意形式的脑细胞。研究者发现
RNAi 会损害细胞复制和产生神经元的能力，但如
果不给基因注入 H3K4me3 标记或只注入很短片段
的 H3K4me3 标记，则神经前体细胞仍可以正常分
解。换句话说，延展后的 H3K4me3 标记能够长期
保持细胞特性。研究者将这一结果在线发表于近
日的《细胞》杂志。Brunet 指出，找到 H3K4me3
标记很容易，因此可以很快将之应用于实践，例
如癌症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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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杂志精选：纠缠光子拍出“薛定谔猫”悖论照片 

撰稿：科技日报 2014 年 8 月 29 日 

最近，奥地利物理学家设计出一种新奇方法，无
需光与拍摄目标相互作用，利用量子效应也能拍
出照片。这听起来似乎颠覆了传统物理的成像原
理，他们用一个镂空的猫图案进行了实验，虽不
是一张同时“要死要活”的猫照片，却是粒子能
同时处于两种状态的证明。相关论文发表在 8 月
28日的《自然》杂志上。 

据自然网站 8 月 27 日报道，量子成像要用成对光
子，也就是纠缠的“孪生光子”，其中一个光子
的量子态会与另一个连在一起。一个光子以某种
概率可能地通过拍摄目标，另一个则进入探测
仪。但进入探测仪的光子却“知道”它孪生兄弟
的命运，研究人员就是根据它“知道”的情况构
建出图像来。 

通常人们要收集从物体上反射来的光子才能拍
照，该研究负责人、奥地利科学院物理学家安东•
泽林杰说：“现在，你第一次不用这么做了。”
这种技术的一个优点就是，两个光子的能量不一
定要相同，这意味着接触目标的光与检测信息用
的光可以有颜色差异。比如，一个量子成像仪可
以发射低能光子通过微量生物样本，而用可见光
波段的光子和传统照相机来拍照。 

泽林杰和同事在 1991 年提出了这项技术的理论，
实验系统包含把每个光子转变为一对纠缠光子的
晶体，让每个光子有两条飞行路径，但只有一条

路径通过拍摄目标。 

论文合著者、奥地利科学院的伽布里拉•莱默斯
说，按照量子力学法则，如果不对光子通过了哪
条路进行检测，它实际上相当于通过了两条路，
在每条路上同时产生一个光子对。在第一条路径
上，光子对中的一个光子通过了拍摄目标，而另
一个没有。那个通过目标的光子会与另一个“概
率自己”——也就是可能选择了第二条路径而没
有通过目标的光子——重新结合，然后继续飞
开；其余从第二条路径通过的光子也会与它第一
条路径上的自己重新结合，然后直接进入摄像
机，摄像机就利用这些光子来构建图像，虽然这
些光子从未与拍摄目标相互作用过。 

研究人员拍了一张几毫米宽的镂空猫图样，还有
几张蚀刻在硅片上的其他图样。他们用摄像机无
法检测到的光波长来探测到了图形。“这一点非
常重要，这是量子成像确实起作用的证据。”泽
林杰说。 

泽林杰解释说，选择猫形是为了纪念薛定谔 1935
年提出的著名思想实验。他假设了一只猫在盒子
里同时处于死活两种状态，因为没人知道盒子里
的毒药是否释放。同样，在新实验中，没人知道
光子选择了哪条路径，由此产生了光子对中那个
走两条路而不通过目标的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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