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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计算机学会于 2013 年 11 月
20 日宣布，我校计算机系周志
华教授当选为 ACM 杰出科学
家。ACM 杰出科学家是国际计
算机界的一项荣誉。周志华教
授是我国大陆高校首位当选
ACM 杰出科学家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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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我校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49 项，经评审我校共有 3 人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科学项目资助，分别是

数学系张高飞教授、生命科学学院孙书存教授和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王欣然教授。 

在我校申报的 71 个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中，有 12 个项目获得资助，项目资助率为 16.90%（基金委平均资助率为

13.49%）。 

另外，分别以我校物理学院的王牧教授、化学化工学院许丹科教授和模式动物研究所高翔教授为校内联系人的 3 位海外

及港澳学者获得了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的资助。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 

院系 获得者姓名 

数学系 喻  良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侯锡云 

化学化工学院 丁  霖 

环境学院 
张效伟 

张  炳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曹  剑 

唐朝生 

大气科学学院 赵  坤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李  涛  

徐  飞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叶建东 

生命科学学院 洪  治 

 

 

我校计算机系周志华教授当选为 ACM 杰出科学家 
撰稿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黎铭 

 

国际计算机学会（ACM）于 2013 年 11 月 20 日宣布，30 位科学家因对计算机领域的突出成就和影响力，当选为 ACM 杰出

科学家(ACM Distinguished Scientist)。ACM 杰出科学家是国际计算机界的一项荣誉，图灵奖得主、ACM 主席 Vinton G. 

Cerf 称：“他们是为数字时代的未来提供动力的问题解决者、预言者和生产者，是使得计算机界得以改变人们生活和工作的驱

动力。”我校计算机系周志华教授获此殊荣，他也是我国大陆高校首位当选 ACM 杰出科学家的学者。 

 

2013 年我校新增一批国家基金人才类项目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高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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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副部长陈小娅一行来我校考察科技创新工作 
撰稿人：新闻中心 周梦媛 

11 月 7 日，国家科技部副部长陈小娅、基础司副司长彭以祺、国家奖励办公室副主任张木一行来我校考察科技创新工作，江苏省科技厅副厅

长夏冰、省科技厅成果处、社发处相关领导陪同视察并出席科技创新工作汇报会。我校校长陈骏、副校长吕建、校长助理李成以及相关部处

负责人出席了汇报会。 

报告会上，陈骏校长对陈小娅副部长一行表示欢迎。他简要介绍南京大学的总体情况，他表示，近年来，南京大学着力推动“三大建设”实

施“三大改革”，从校园建设、学科建设、队伍建设以及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科技研究改革、院系管理体制改革等多方面推进学校各项事业

发展。他特别指出，从 2007 年开始，学校启动了校园建设，广大师生的生活、学习、办公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各学科稳步发展，在最近的

教育部 学科评估中，有 27 个学科位列全国前十，3 个学科位列全国前 1,4 个学科位列第 2，2 个学科位列第 3；两院院士、长江学者、国家

杰青基金获得者、千人计划入选者等数量均位居全国前列，高水平教师比例高。陈校长同时指出，南大通过“三三制”本科人才培养改革方

案、新近启动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能力；依托学科优势，科研瞄准“高精尖”的发展目标；同时推动的院系管理体制

改革，学校各项事业稳固发展。 

吕建副校长从南大的科研现状、发展思路、发展战略及未来走向几个方面对我校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情况作了汇报。他表示，南京大学以结

构调整为抓手，以能力建设为突破点，在保持与提升原有学科与科研优势特色基础上，建设了一批工学院、交叉研究院、以及校府合作平

台；在优势学科的拓展与提升，满足国家需求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结构调整成效初显，学科建设优势显现、科技创新能

力显著提升；全面提升了服务江苏与国家的能力，为加快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实现了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

养的良性互动。 

生命科学院张辰宇院长、环境材料与再生能源研究中心邹志刚主任、化工化学院马晶教授分别作了工作汇报。 

陈小娅副部长高度称赞南京大学严谨的学风，踏实、求实的科学精神，和南大人一脉相承的对真理的坚守精神。她表示，三十年来南大坚守

基础学科研究，对中国 SCI 国际发表数有历史性的贡献。同时南京大学基于优势学科进行拓展，站在科技发展前沿结合国家需求，做出原创

性突破，国家也将加大对高校的科研支持，建议创新与产业相结合，建立科技研发“特区”支持创新科研发展、引领产业进步。 

彭以祺副司长表扬南京大学申报及在研 “973”项目质量高，建议科技创新聚焦研究，产生更大产能。夏冰副厅长表示将持续支持南京大学

科学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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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科技司王延觉司长一行莅临我校考察 2011 

推进工作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詹启伟 

10 月 27 日，教育部科技司王延觉司长、基础处明炬处长、高新处邰忠智处长等一行四人莅临我校，考察了我校 2011 计划的推进工作。陈

骏校长、杨忠副校长、吕建副校长、王颖院士、邢定钰院士、科技处李满春处长、社科处王月清处长等陪同考察。 

当天上午，科技司领导与“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代表进行了座谈。吕建副校长主持会议，中心副主任沈固朝教授介绍了中心的建设

运行情况。王延觉司长从体制机制改革、科研经费管理等方面给予了指导，他希望中心继续加大改革力度，提高管理水平。 

下午，王延觉司长一行在北大楼 211 会议室与陈骏校长会见。邢定钰院士、任洪强教授，并分别汇报了“人工微结构与量子调控协同创新中

心”和“水污染控制先进技术与装备协同创新中心”的培育组建情况。王司长充分肯定了两个中心取得的进展，同时指出，中心应积极开展

体制机制改革，适应国家需求，强化团队管理与绩效管理，真正实现为国家目标服务。 

 

 

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与山东大学开展科技管理交流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詹启伟 

11 月 9 日下午，由我校科技处组织，李满春处长等负责同志会同北京大学科研部周辉部长等一行 12 人赴山东大学访问交流。 

北京大学与南京大学来访人员首先参观了山东大学晶体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实验室主任陶绪堂教授重点介绍了实验室的发展历程及目前所

取得的成果，并希望与北大、南大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共同在晶体材料领域做出重要贡献。 

之后，北京大学与南京大学来访人员在山东大学校办会议室受到张荣校长的接见。该校学术研究部张建部长等参与接待。会上，张建部长介

绍了山东大学科技工作概况，周辉部长、李满春处长则交流了北大、南大两校的科研管理工作经验以及在协同创新和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方面

做出的探索。张荣校长对两校科技管理战线同志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提出希望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进一步加强沟通与交流，

提升三校在科学研究、协同创新等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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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盛昭瀚教授团队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资助 
——《我国重大基础设施工程管理的理论、方法与应用创新研究》 

撰稿人：工程管理学院 

2013 年 11 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正式批准了由我校盛昭瀚教授

负责的《我国重大基础设施工程管理的理论、方法与应用创新研

究》重大项目，项目起止年月为 2014.01～2018.12，资助额度为

1500 万元，这是我校人文社科领域首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大项目。 

《我国重大基础设施工程管理的理论、方法与应用创新研究》重大

项目根据我国特定情境下形成的重大工程管理理论研究与实践需求

存在巨大落差的突出矛盾以及工程管理科学发展的前瞻性趋势，以

重大工程管理实践为研究背景，对基础理论和一系列重要科学问题

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本项目共由五个课题组成，南京大学作为项

目牵头单位并同时承担课题《重大工程决策分析与决策管理研

究》，哈尔滨工业大学、同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分别承担《重大工程管理基础理论创新研究》、《重大工程组织行

为与模式创新研究》、《重大工程现场综合协调与控制研究》、

《重大工程社会责任、产业竞争力与 可持续发展研究 》的课题研

究。 

本项目将系统科学、管理科学与信息科学深度融合，努力形成具有

我国理论特色、实践特色的工程管理创新成果，对于推动我国工程

管理的理论、方法和应用创新、实现我国工程管理科学研究的重要

转折具有积极的探索和示范作用，其中理论成果主要包括构建重大 

工程管理基础理论基本概念和核心原理、工程情景鲁棒性决策理

论、基于行为适应性的组织模式与效能理论、重大工程“智慧现

场”原理与工程社会责任及可持续发展等；技术成果将主要形成重

大工程决策情景鲁棒性分析与支持技术、重大工程组织“结构-流

程-行为“一体化模拟技术、工程现场安全适应性分析计算实验方

法等；应用成果主要是将理论和技术成果及时应用到港珠澳大桥等

我国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实践中，并对国家重大工程管理多方面的战

略问题提出经验总结、趋势预测与对策建议。 

本项目充分体现了我国学者在自主创新的学术思想指导下，通过自

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集成研究并解决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

独创性，将为我国学者努力实现“工程管理在中国”到“中国的工

程管理”的跨越，对我国重大工程向综合性、整体化方向发展及管

理水平的提高做出重要贡献。 

盛昭瀚教授团队长期以来一直重视科学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践的紧密

结合。十多年来，团队一方面从事包括港珠澳大桥、苏通大桥、无

锡地铁、广乐高速、灌河大桥等实践性极强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管

理研究，一方面主持了工程管理领域多项学术性很高的国家科技支

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并以工程管理研究的原创

性理论成果获得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一等

奖等，为该重大项目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平台和基础。 

盛昭瀚教授调研港珠澳大桥分布式供应链管理创新现场                              研究团队在苏通大桥建设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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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通过验收 
撰稿人：新闻中心 陆指南 

11 月 30 日，我校召开依托南京大学的“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验收会，实验室验收专家组由 9 位知名专

家组成，组长为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张玉奎院士。教育部科技司副司长高润生、江苏省科技厅副厅长蒋跃建、江苏省

教育厅副厅长殷翔文，南京大学副校长吕建、校长助理李成及科技处、化学化工学院、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负

责人等出席会议。本次验收会由科技部基础研究管理中心副处长吴根及专家组组长张玉奎院士主持。 

吴根副处长介绍了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验收的总体要求、建设验收内容、会议程序和注意事项，并简要介绍了我国国家

重点实验室建设的现状。 

验收专家组听取了实验室主任鞠熀先教授关于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情况汇报，汇报内容包括建设历程与

目标、建设任务书完成情况、主要建设成就与特色、发展前景与展望四个方面。会上，专家组现场考察了实验室的建设

和运行情况。专家组认为，实验室建设布局合理、重点突出、运行高效，并一致肯定了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建议实验室

加强与生物学、计量学、电子学等学科的交叉发展，关注实验室工作人员的精神建设，形成独特的“实验室文化”。专

家组希望实验室能够进一步引领学科发展，为我国分析化学与生命科学研究的整体跨越贡献力量。 

经过讨论后，专家组形成了验收意见，认为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圆满完成了建设计划任务书规定的各项任务，

一致同意通过验收，并最终形成两点建议：一是注重生命分析方法的不断创新，适应生命科学的快速进步和发展；二是

依托单位在人才引进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 

鞠熀先主任代表实验室成员对科技部、教育部、江苏省科技厅、江苏省教育厅给予实验室的支持与肯定表示感谢，并强

调实验室建设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今后要加强与同类实验室的交流与合作。 

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陈洪渊院士在致辞中强调，本次验收会对于实验室而言是一个全新的起点，实验室还有很

大的发展空间，希望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将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打造成具有国际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一流实验

室。 

吕建副校长代表依托单位对实验室的平台建设、学科建设、队伍建设表示肯定，并简要介绍了南京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的整体情况。他表示，南京大学重视并支持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感谢专家们对实验室给予的关注和支持。 

最后，教育部科技司基础处副处长明媚和科技部基础司基地建设处处长傅小锋分别发表讲话，对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提

出了希望与建议。 

据介绍， 2011 年 4 月 2 日科技部发布“关于组织制定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的通知”，原则同意 49 个国家重点实验

室立项，南京大学“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名列其中。实验室瞄准国际学科发展前沿，面向国家需求，立足于

分析化学，定位于生命分析化学的基础研究，并向应用方向延伸。现有固定人员 55 人，包括 1 名中科院院士、2 名教育

部长江学者、4 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 名“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和 6 名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在内的 23 名教

授，已成为生命分析化学领域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该实验室主要开展生物分子界面行为研究、生物分子识别、

微纳尺度生物分析、疾病标志物甄定与检测等四个研究方向的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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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地质学香山科学会议在京召开 
撰稿人：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以“纳米地质学及纳米成藏成矿前沿科学问题”为主题的第 476 次香山科学会议于 11 月 5-7 日在北京圆满召开。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大学和

我校联合发起，来自 26 家单位的 50 名代表参加了会议，都有为院士任大会主席、孙岩教授等四人为副主席，主持了 4 个交叉领域的学术讨

论。本次会议旨在引导地质学向更微观的层次迈进，进一步理清纳米地质学的科学内涵以及主要研究方向，深入探讨纳米矿物学与岩石学、

纳米构造地质学与地球化学、纳米能源地质学与矿床学以及纳米地震地质学与环境地质学等核心问题，系统研究并集中凝练纳米地质学及纳

米成藏成矿领域的重大和关键前沿问题，全面促进纳米地质学及纳米成藏成矿科技项目攻关，从而丰富和发展纳米地质学理论和方法，为能

源与矿产资源勘探开发以及环境保护和灾害预测等方面提供重要理论基础。 

在会议上，都有为院士系统介绍了纳米科技的发展状况和科学前沿，指出纳米科技将在 21 世纪促使几乎所有领域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地质

学亦不例外。孙岩教授介绍了他们在纳米地质学方面的新发现，不同岩石褶皱和断裂的剪切运动滑移层面普遍存在纳米粒子，并提出了纳米

颗粒传递滑移的机理，为地震发震研究、断层活动和构造动力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我校地科院陆现彩教授介绍了在微生物-矿物交互作用

研究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现代分析中心邓昱博士介绍了锰结核微生物矿化研究的新成果，并就纳米科学研究平台建设提出了重要建议。与

会专家一致认为，应围绕纳米地学前沿领域开展创新性研究，集中解决纳米地质学及纳米成藏成矿领域的关键问题，促进纳米地质学科发

展，从而提出并完善具有中国地质特点的纳米地质学理论和方法，为矿物纳米材料利用、能源与矿产资源勘探开发以及环境保护和灾害预测

等提供理论基础。 

本次会议得到王德滋院士和地科院的大力支持，我校教师和校友积极参与，本次会议的五位执行主席中有四位为我校教授或校友，主题发言

人中我校教师和校友接近半数。 

科技部将建科研信用管理“黑名单”制度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谢彤 

近年来科技腐败案件频频出现，除了因为极少数科技人员有章不执行、恶意违法牟利，也从侧面反映科研经费管理在制度建设方面、监督管

理方面存在问题。科技经费管理应该强化制度建设和监督管理，让科研工作者不仅从道德自律层面杜绝违法违纪念头，更要营造科研人员不

能腐不敢腐无法腐的生态和法制环境。 

为此，科技部将进一步在信息透明度、明晰权责关系，以及激发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等方面下工夫，力求形成“共管”的合

力。为此将重点采取多项措施。 

在加大信息公开公示力度方面，科技部将对非涉密项目立项和预算情况、项目验收情况，以及评审评估专家参评项目的情况进行公示，接受

社会监督，并敦促项目承担单位在内部建立信息公开制度。 

同时该部将完善科研信用管理，建立“黑名单”制度，按信用评级对项目单位分类管理。其中，对信用高的单位充分发挥其内部管理作用；

对信用低的单位进一步加强外部监督，形成“奖优惩劣”机制；严重不良信用纪录者和违法违纪者将被录入“黑名单”，阶段性或永久取消

其申请项目的资格，并向社会公告。 

针对当前出现的重点问题，科技部将集中开展专项治理行动，加大处罚力度，视情节采取通报批评、暂停项目拨款、终止项目执行、不通过

财务验收、追回已拨经费，乃至取消其一定期限内项目申报资格等措施，并将处理结果向社会公开。 

“无论是管理还是科研人员，都要共同负起责任来。”科技部部长万钢认为，作为管理部门，就要创造条件，公开透明，自动接受监督，不

断改进。同时发挥社会监督，让科技人员参与到管理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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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系吴新元教授新著获美国数学会《数学评论》及

德国《数学文摘》好评 
撰稿人：数学系 

我校数学系吴新元教授等的专著《Structure-preserving algorithms for oscillatory differential equations》2013 年 3 月由世界权威出版

社 Springer 出版发行。该书汇集了吴新元教授领导的保结构算法研究组近年来在振荡微分方程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  

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冯康院士独立开创了哈密尔顿系统的辛几何算法，由此开创了微分方程保结构算法的研究领域。天文学、力学、物理

学、化学、生物学和工程中广泛存在的微分方程都具有振荡解，传统的 Runge-Kutta (RK) 方法、 Runge-Kutta-Nyström (RKN) 方法和线

性多步法没有考虑到振荡微分方程的特殊结构，长时间计算的结果不够理想。该书着重讨论形如 y '' +My=f(x,y,y ' )的二阶微分方程的保结

构算法，其中 M 是正定（允许非对称）矩阵，包含问题的主频率，构造算法的关键技术是使算法能精确积分多频振荡线性系统 y '' 

+My=0，并且能长时间保持非线性系统精确流的物理性质或几何性质。当应用于哈密尔顿系统时，要求算法是辛的，并且是对称的；应用于

动力系统时则要求算法是保能量或保动量。因此，本书代表了微分方程保结构计算一个新的前沿方向，是继冯康院士之后中国学者对该领域

的重要贡献之一。 

全书共分九章。第一章概述一阶微分方程组的 Runge-Kutta (RK) 方法和二阶微分方程的 Runge-Kutta-Nyström (RKN) 方法，介绍

Butcher 根树理论、B-级数理论，由此得到 RK 方法的阶条件，应用双色树理论得到 RKN 方法的阶条件。第二章 引入求解自治方程组 y'' 

+My=f(y,y ' )的自适应性 RKN（ARKN）方法，并分析了方法的阶条件。第三章研究求解特殊方程组 y '' +My=f(y)的扩展 RKN (ERKN) 方

法，建立了一种新的三色树理论以解决 ERKN 方法的阶条件。第四章研究 ERKN 方法的辛性条件与对称性条件。第五章将 RK 方法与

Störmer-Verlet 型离散相结合，得到一类新型的两步混合 ERKN 方法，并借助三色树理论确定其阶条件。第六章将 ERKN 方法的思想运用

到多步法，建立了自适应性的 Falker 型方法，并讨论了方法的误差与稳定性。第七章研究一类保能量的 ERKN 方法。第八章研究高振荡问题

的一类高效算法。这类算法的一个令人惊奇的性质是，对于固定的时间步长，振荡的频率越大，方法越精确。渐近方法与波形松弛法结合，

用以处理非线性微分方程。第九章研究哈密尔顿波方程的离散。将这类方程同时具有时间和空间变量，具有多辛结构，因此导出 leap-frog

型多辛离散格式。  

与前人工作相比，本书具有两大重要贡献：创立了 ERKN 类单步方法、两步方法、Falker 型多步法、保能量方法、多辛方法等，这些应用于

高维多频二阶振荡和高振荡问题，精确高效；建立新的三色树理论及相应的 B-级数理论，用于导出新的 ERKN 类方法的阶条件。除第一、第

二章以为，各章新方法都通过若干经典的应用问题加以实验验证。 

美国数学会（AMS）《Mathematical Review》（评论号 MR3026657）评价道： “作者系统地阐述了求解二阶振荡常微分方程的理论与

数值方法。”（The authors present systematically the theory and numerical methods for solving second-order ODEs with 

oscillatory solutions.）…“对需要振荡常微分方程保结构积分的深入知识的应用科学家和工程师来说，该书是一本极好的参考书。” 

（This book is an excellent reference for practicing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who need in-depth information about structure-

preserving integration of oscillatory ODEs.） 

德国《Zentralblatt MATH (zbMATH)》（评论号 Zbl 06125759）评价道：“本书的一个关键方面在于应用树理论和 B-级数理论分析方法

的阶。此外还常常定量地分析了数值积分方法的色散和耗散。另一个关键方面是哈密尔顿系统的辛积分方法。”（A key aspect of this 

monograph consists in the analysis of the order of the methods using tree theory and B-series. In addition, often the dispersion 

as well as the dissipation of the numerical integrators is quantified. Another key aspect are symplectic integrators for 

Hamiltonian systems.）… “该书包含了对由二阶常微分方程所定义的振荡问题的数值方法的详尽讨论，适用于数值分析领域的研究人员和

学生。”（In conclusion, the monograph contains a detailed discussion of the class of numerical integrators for oscillatory 

problems defined by second-order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s. This work is suitable for researchers as well as for students in 

the field of numer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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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四位教授对江苏省科技工作的建议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陈晓清、龚俊 

最近，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发布了我校四位教授对江苏省科技工作的建议，具体如下： 

课题题目：关于集中力量整治 PM2.5，为 2014 青奥会创造适宜生态环境的建议 

我校建议人：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徐根兴教授、朱长生教授 

PM2.5 是指环境空气中空气动力学当量直径小于等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由于其粒径小，还有大量的有毒有害物质，且

在大气中停留的时间长、输送距离远，因而对人体健康影响较大，会对人体呼吸系统、脑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等产生

严重威胁，尤其是导致肺癌的可能性较大，这一隐忧已成为我国百姓和各级政府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当前江苏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快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都面临着较大的环境压力，特别是南京

市即将承办 2014 年青奥会，如何采取应急措施，在短期内集中解决扬尘雾霾难题，打造适宜举办国际赛事的城市生态

环境，是省和南京市政府的当务之急。为此，徐根兴教授和朱长生教授提出八条建议： 

1、 在城市绿化中增树减草。树木的吸尘效果远高于草坪，因此在实施城市绿化中，尽量减少草坪、大量栽种树木。 

2、 尽快消除街道裸露泥土。目前我省城市的绿化带大多高于马路，绿化带渗漏的泥土成为马路扬尘的一大来源。建

议采取措施将绿化带的泥土渗漏彻底封堵。 

3、 努力抑制工地扬尘。目前南京市有 2700 多个在建工地，工地扬尘成为空气污染的又一来源。建议改进工地管理

制度：一方面增加工地围挡高度，强制执行围栏增至 3 米以上才能开工的管理措施；另一方面推行渣土随时运出措施，

可引进有关技术和设备，逐步将全市渣土车改造升级为全密封车辆。 

4、 建立和完善城市卫生管理的长效机制。 

5、 推进公共交通的便捷化。汽车尾气占空气污染的 40%，推行轨道交通和公共交通是交通领域节能减排的首选措

施。 

6、 尽量减少煤电排放。 

7、 搬迁部分重污染企业。建议通过土地置换等手段，将市内部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型企业搬出市区，安置于近郊或

地铁起点站附近。 

8、 实施相关疾病的早起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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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题目：关于开发和应用日全盲紫外枪击警告技术的建议 

我校建议人： 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闫锋教授 

日盲紫外波段的波长大约为 190-285nm，在日常生活环境中并不存在，只有枪支开火、炸药爆炸、火灾等高温物体和高

压放电才能发出日盲紫外光。与可见光和红外光相比，日盲紫外光具有抗干扰能力强、破雾能力强、隐蔽性强等特性。

日全盲紫外枪击警告技术是一套以日全盲紫外成像技术为技术基础的全新一代智能安防监控系统，能准确及时地测定危

及公共安全犯罪嫌疑人的地理位置和体貌特征，对于预防和控制枪械、爆炸案件和火灾事故具有重要的作用。该技术主

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枪击探测技术。该技术主要是利用日全盲紫外成像技术，对枪械射击时枪膛内所逸出的特殊波

段信号做出反应、捕捉并告警。该系统抗干扰性极强、误报率较低；二是人体识别追踪技术。该技术通过对摄像头采集

到的视频进行分析和处理，可实现对嫌犯体征的锁定和逃逸路线的追踪。 

闫锋教授建议在政府的指导与支持下，抓紧做好日全盲紫外枪击警告技术的标准制定、专利申请等工作，推动我省高技

术安防产业的健康发展，并保持行业领导地位。同时他还建议将日全盲紫外枪击警告技术用于 2014 年青奥会的场馆保

卫和省有关重点区域的日常安防监控，以保障青奥会的顺利举办和平安江苏、平安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 

 

课题题目：关于江苏率先实施大数据发展战略的建议 

我校建议人：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苏新宁教授 

大数据指的是所涉及的资料规模巨大到无法通过目前主流的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挖掘出有价值信息的数据。面对庞

大的数据，如何采集、存储、处理、分析、并挖掘数据价值，这是大数据技术所要解决的问题。大数据蕴含着巨大的社

会和商业价值。据美国研究机构统计，大数据能够为美国医疗服务业每年带来 3000 亿美元的价值，为欧洲的公共管理

每年带来 2500 亿欧元的价值，帮助美国零售业提升 60%净利润，帮助美国制造业降低 50%产品开发、组装成本。 

未来社会发展将以信息技术为基础。面对新的形势，江苏应尽快制定大数据产业发展战略。为此，苏新宁教授等专家提

出具体的五点建议如下： 

1、 以软件园为基础建设大数据产业园。 

2、 以工程实验室建设突破产业核心技术。 

3、 以重大项目建设集聚产业高端人才。 

4、 以智慧城市建设推动产业蓬勃发展。 

5、 以信息公开构筑产业发展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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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AS 发表南京大学毕军教授课题组最新研究成果 
撰稿人：环境学院 

美国时间 11 月 18 日，美国科学院院刊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vol. 110, 

page 19742–19747) 发表了南京大学毕军教授课题组最新研究成果《福岛核事故对中国核电站附近居民的核电风险感

知的影响》（Effect of the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on the risk perception of residents near a nuclear power 

plant in China）。 

2011 年 3 月发生的日本福岛核事故是继切尔诺贝利核事件以来最严重的核事故，影响到中国公众对核电发展的态度和对

核电风险的接受水平。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毕军教授、黄蕾副教授与美国哈佛大学 James Hammitt 教授、美国艾默里大

学 Ying Zhou 教授和 Yang Liu 教授合作，研究福岛核电事故发生前后我国核电站（田湾核电站）附近居民对核电的态

度和接受度有何变化与影响，检验在风险接受度个体层面的差异性是怎样随着 风险感知因子（了解度、感知风险、受益

度和信任度）变化的，并估算出当前中国核电站附近居民对三种不同核事故等级的风险频率接受水平。 

研究发现，福岛核事故对中国核电站附近居民的核电风险感知有显 著的影响，特别是“感知风险”因子，从事故前的

“有限的风险”转变为“很大的风险”。而居民对于核电的接受度在福岛核事故后则明显下降，从事故前的“较易 接

受”转变为“较难接受”。对福岛核事故最为敏感的人群包括：女性、超过 35 周岁、非公职人员、低收入的、高学历的

和那些离田湾核电站较近的人群。如图 1 空间分析显示，在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所有地区居民都呈现一个较低的接受

度，变化最大为距当地核电站 10km 范围内的区域。另外，如图 2 所示，50%的受访 者认为不超过 50 年一次的核异常

（核事故等级 1）是可以接受的；一般核事件（核事故等级 2）可接受风险频率是 100 年一次；严重核事故（核事故等

级 3）可 接受风险频率是 150 年一次。这可以为我国核电站风险控制标准的制定提供一定数据支撑。 

研究认为，我国核电站附近居民对核电站的态度和接受度受到了福岛核事故的较大影响，政府需要通过有效的沟通和交

流来促进该类人群对核电的正确了解和判断，避免社会恐慌，如果不重视公众的核风险感知以及接受水平，将会成为未

来我国核电发展的一个障碍。 

图 1.福岛核电事故前后中国田湾核电站附近居民风险接受度对比 



科技信息 2013 年第 12 期（总第 198 期） 12 

 

 

 

东日本大地震 

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当地时间 14 时 46 分，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 9.0 级地震并引发海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和财产损失。地震震中位于宫城县以东太平洋海域，震源深度海下 10 公里。东京有强烈震感。地震引发的海啸影
响到太平洋沿岸的大部分地区。地震造成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 1~4 号机组发生核泄漏事故。4 月 1 日，日本内阁会
议决定将此次地震称为“东日本大地震”。 

福岛核电站事故 

福岛核电站（Fukushima Nuclear Power Plant）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核电站，由福岛一站、福岛二站组成，共 10 台机
组（一站 6 台，二站 4 台），均为沸水堆。受东日本大地震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损毁极为严重，大量放射性物质
泄漏到外部，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宣布第一核电站的 1 至 6 号机组将全部永久废弃。联合国核监督机构国际
原子能机构(IAEA)干事长天野之弥表示日本福岛核电厂的情势发展“非常严重”。法国法核安全局先前已将日本福
岛核泄漏列为六级。2011 年 4 月 12 日，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根据国际核事件分级表将福岛核事故定为最高级 7
级。 

2013 年 10 月 9 日，福岛第一核电站工作人员因误操作导致约 7 吨污水泄漏。设备附近的 6 名工作人员遭到污水喷
淋，受到辐射污染。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 2013 年 11 月 20 日宣布，将对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五和第六座核反应堆实施封堆作业。福岛第一
核电站将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图 2.公众对三种不同核事故等级的风险频率接受水平（左图引自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的核事件分级表） 

 

背景知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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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熀先教授研究组在高效、高选择性肿瘤光动力治疗

方面取得新进展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肿瘤的高效、高选择性治疗是癌症治疗研究的热

点。与传统的癌症治疗（手术、放疗、化疗）技术

不同，光动力治疗用光激发光敏剂，将能量传递给

周围的分子氧（3O2），产生具有瞬时强氧化性的

单线态氧（1O2），这种 1O2 可破坏肿瘤组织和癌

细胞，实现癌症的高效治疗。在光动力治疗研究领

域，光敏剂的设计与选择是其核心问题。目前临床

使用的光敏剂，大多对肿瘤组织或细胞选择性不

高，导致肿瘤组织周围的正常组织也受到损伤，而

且病人在接受光动力治疗以后仍需长时间避光以减

轻皮肤红肿、色素沉着等光毒性反应。因此，寻找

新型光敏剂以实现 1O2 在肿瘤组织和细胞中的选择

性释放是光动力治疗技术应用的关键问题。 

鞠熀先教授研究组在 973 计划“仿生分子识别技

术在生物医学应用的基础研究”（2010-2014）

与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创 新 研 究 群 体 （ 2006-

2014）和重点项目（2012-2016）等资助下，联

合化学化工学院沈珍教授设计了一种在近红外光照

射下具有“开-关”可控生成 1O2 能力的激活型光

敏剂，即光敏剂在正常组织中无活性—“不生成 

1O2”；而在进入肿瘤组织或细胞后被激活—“高

效生成 1O2”，从而实现肿瘤高效、高选择性地光

动力治疗。该设计基于肿瘤组织具有微酸性（pH 

6.5-6.8）以及肿瘤细胞表面叶酸受体过表达的生

理特点，合成了一种在载体内部包埋 pH 激活型卟

啉光敏剂（NMe2Se4N2）、表面叶酸（FA）功能

化的聚合物纳米粒子（FA-NMe2Se4N2 NP）（图

1）。该纳米粒子能够特异识别肿瘤细胞表面的叶

酸受体并被内吞到肿瘤细胞溶酶体，溶酶体内部低

的 pH 环境（4.5-5.0）激活 NMe2Se4N2 产生 1O2

（图 2），导致溶酶体膜损坏，诱导肿瘤细胞以溶

酶体途径凋亡。该过程对正常细胞未见任何毒副作

用（图 3）。活体实验表明该纳米粒子在血液中稳

定，能够快速靶向至肿瘤组织。近红外光照射后，

肿瘤组织的生长被明显抑制，未见其它光敏副作

用。该工作为新型智能光敏剂的设计以及肿瘤的高

效、高选择性光动力治疗提供了新思路。该成果由

该组 11 级博士生田蒋为和丁霖副教授为共同第一

作者，于 2013 年 12 月 2 日以全文形式在《美国

化学会志》在线发表（J. Am. Chem. Soc. DOI: 

10.1021/ja40828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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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左图). FA-NMe2Se4N2 NP 用于肿瘤高效、高选
择性光动力治疗示意图。 

图 2（上图）. 光动力治疗过程中癌细胞内产生 1O2

的研究。 

图 3. FA-NMe2Se4N2 NP 介导的光动力治疗对癌细胞
和正常细胞的影响。 

图 4. FA-NMe2Se4N2 NP 在活体水
平对肿瘤的光动力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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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寿云和张艳课题组合作在可见光促进的氧化还原反

应领域取得系列进展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蒋恒 

有机光化学已经有超过百年的历史，但绝大多数工作集中在紫外光促进的化学反应上，比如[2+2]环加成，卤化等。由于

紫外线能量高且对人体有害，所以紫外光促进的反应需要特殊的光源（比如高压汞灯）和设备（紫外灯箱）。而且高能

量的紫外光可以破坏的化学键较多（包括有机化合物中最常见的碳碳键和碳氢键），因此紫外光促进的有机反应的副产

物比较多。这些都限制了紫外光化学的应用。众所周知，太阳能是地球上最理想的能源，它是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清洁免费能源。如果能直接利用太阳能作为能量来源将其转化为化学能促进化学转化，那么化学转化将会更加的高效经

济且环境友好。太阳光主要是可见波段的电磁波，只包括少量的紫外线和红外线。如果能够直接利用太阳光（或者可见

光）促进有机反应将非常有意义。通常的有机小分子是不能直接吸收可见光的，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实现可见光促进的

有机反应的主要方法是使用光敏剂（或者光催化剂）。光敏试剂在可见光的照射下，由基态跃迁到激发态，激发态的光

敏剂除了经历物理衰减回到基态，还可以经历化学“去活化”，将光能转化成化学能，从而促进化学反应。如果光敏剂

在传递能量的过程中伴随着电子的转移，那么就会发生氧化还原反应。利用可见光促进的氧化还原反应可以实现传统有

机合成化学难以实现的反应，开发出新型的有机光化学反应和氧化还原反应。 

俞寿云课题组和张艳课题组利用各自在有机合成化学和有机光化学领域的经验和积累，合作在可见光促进的氧化还原反

应领域进行探索，近期取得了系列进展。他们利用光敏剂经可见光激发跃迁后所具有的还原性，实现了多种多取代芳香

化 合 物 新 的 合 成 方 法 。 例 如 ， 利 用 异 氰 作 为 自 由 基 受 体 来 制 备 多 取 代 菲 啶 （Angew. Chem. Int. Ed., DOI: 

10.1002/anie.201308376）。该反应是第一例利用可见光促进的自由基异氰插入反应，与传统的自由基异氰插入反应

相比，由于整个催化循环过程是氧化还原中性的，因此无需添加当量氧化剂，同时也避免了高毒性的有机锡试剂的使用

，是一种温和、高效的制备 6 位烷基化菲啶衍生物的方法。他们还实现了 6 位三氟甲基化的菲啶衍生物的简洁的合成方

法（Org. Lett., 2013, 15, 5520）。与此同时，他们还报导了一种利用 1,3-二羰基溴代物在光氧化还原催化条件下来制

备多取代呋喃及多取代 2-萘酚的方法（Org. Lett., 2013, 15, 4884）。 

为了进一步扩展该类反应的实用性，他们还利用这一合成技术实现了一系列的碳氢键官能团化。碳氢键官能团化是目前

有机合成领域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课题，已经实现的碳氢键官能团还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使用导向基团，当量的氧化

剂，亚当量的贵金属作为催化和很高的反应温度等。他们利用可见光促进的氧化还原反应实现了一系列的碳氢键官能团

化，包括烯酰胺和烯醇酯的烷基化，芳基化，三氟甲基化和砜基化（Chem Eur. J., 2012, 18, 15158; Adv. Synth. 

Catal., 2013, 355, 809; Eur. J. Org. Chem., 2013, 5485 ）。由于光催化剂既可作为还原剂来产生自由基物种，又可

作为氧化剂来氧化自由基中间体生成产物，因此反应中无需加入当量的氧化剂或还原剂。由于自由基的高活性，该反应

在室温下进行且无需严格无氧条件，操作简便，环境友好，因此，该方法为碳氢键的官能团化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方

案。 

以上工作均得到了科技部 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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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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可见光促进的多取代芳香化合物的合成 

 

图 2. 可见光促进的碳氢键官能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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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院邹志刚教授课题组在半导体光电极表面载流

子复合机理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 
撰稿人：物理学院 王瑞琼 

光电化学分解水制氢是一种能将太阳能直接转化为可以存储的清洁能源——氢能的技术，而开发高效光电极材料是这种

技术能否实现大规模应用的关键。我校物理学院邹志刚教授课题组之前已在高效半导体光电化学分解水制氢方面取得一

系列重要成果 (Energy Environ. Sci. 2011, 4, 4046；Adv. Funct. Mater. 2012, 22, 3066; Angew. Chem. Int. 

Ed. 2013, 52, 11016)。在本研究中，他们以 n 型 Fe2O3 半导体光电极为研究模型，提出了一种抑制表面载流子复合的

新思路——通过抑制光生电子与氧化中间产物之间的复合 Jbr (见图 1)，而不是之前大家普遍认为的通过表面态复合过程

Jss，并设计了一系列实验验证了这一猜想。通过抑制光生电子与氧化中间产物之间的复合可以有效减小氧化铁光电极分

解水所需的外加偏压，从而提高其太阳能转换效率。这一思路将为提高其他半导光电极材料光电转换性能提供重要参

考。 

研究成果以“Cathodic shift of onset potential for water oxidation on a Ti4+ doped Fe2O3 photoanode by 

suppressing the back reaction“为题在能源领域顶级刊物 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 上在线发表(DOI: 

10.1039/C3EE42722F)。曹大鹏博士生为文章的第一作者，通讯作者为罗文俊副研究员和邹志刚教授。该研究得到科

技部 973 项目(No.2013CB632404，2014CB2393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 51272101) 以及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

(No. BK20130053)的资助。 

 

图 1. n 型 Fe2O3 半导体薄膜光电极中的各种载流子复合传输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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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环境学院在环境污染处理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 
撰稿人：环境学院 冯义平 

四溴双酚 A ( TBBPA ) 是应用最广泛的阻燃剂之一, 2001

年其全球年产量达 11.97 万吨，其中中国的年产量目前也

已达 1.8 万吨。TBBPA 被认为是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 POPs)的代表, 其作为危害物质被列在了《东北大西洋海

洋环境保护条例》OSPAR 的名录中。TBBPA 具有低水溶

性和较强的亲脂性, 易吸附于土壤颗粒物、沉积物中，传

统污水处理技术很难将其从水中去除。因此，研究如何将

其从水环境中有效地去除、防止其因再循环而引起对生物

的危害，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漆酶自发现以来一直是

生物学、化学和环境科学等领域十分活跃的研究热点，其

最受关注的是漆酶对与木质素前体物质分子结构相似的许

多环境污染物的降解作用，尤其在纸浆生物漂白、废水处

理、环境污染物质去毒与降解等领域, 具有较大研究价值

和应用潜力。 

最近环境学院毛亮和高士祥课题组把漆酶应用于水中

TBBPA 的去除研究中，探索了天然有机质对此反应过程

的影响；此外还利用敏感的水生生物——大型蚤作为测试

生物，追踪了漆酶催化反应过程中 TBBPA 对水中大型蚤

的 毒 性 变 化 。 研 究 结 果 表 明 ， 漆 酶 催 化 去 除 水 体 中

TBBPA 的反应快速便捷，并且可以高效地去除 TBBPA 对

大 型 蚤 的 生 物 毒 性 ， 该 成 果 发 表 在 2013 年 的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3, 47, 

1001-1008)上。文中该课题组详细阐述了漆酶催化去除

TBBPA 的反应机理（如图所示）以及重要的环境因素如

天然有机质的存在对该酶催化反应过程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 明 ， 漆 酶 能 够 高 效 催 化 去 除 水 体 中 TBBPA， 反 应

30min 去除率便可达 90%以上；反应产物既有断链小分

子，也有断链后的生成的小分子和 TBBPA 的聚合物；水

中天然有机质的存在不仅会影响反应速率，还会参与反应

过程并有相应的交叉产物生成。毒性检测结果表明，经漆

酶催化去除后，水中 TBBPA 对大型蚤的毒性可大大降

低。 

该工作采用一种绿色经济的酶催化方法来去除水体中的

TBBPA，为日渐成为环境问题的典型溴代阻燃剂的污染处

理提供了一种可行有效的方法。该项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的资助。 

 

图 1. 漆酶催化去除 TBBPA 可能的生成产物以及随着不同反应时间对大型蚤毒性的变化。图右中蓝线代表不同浓度水平
的 TBBPA 对大型蚤的毒性，黑线代表经过漆酶催化反应后不同时间下反应溶液对大型蚤的毒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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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杂志精选：太阳风能量能成为极光并影响范

艾伦辐射 
撰稿：中国科学报 2013 年 12 月 2 日

太阳风所带来的能量能够成为地球极光的光源并左

右着范艾伦辐射带的能量。通过利用 8 艘地球轨

道航天器成直线飞行这一稀有时机，空间物理学家

已经确定太阳风能量影响极光与范艾伦辐射的位置

与方式。 

已知地球磁层（地球的磁场充满了等离子体）的能

量来自于太阳风。在这一过程中，磁层中的等离子

体成为水滴状；而磁力线则在太阳风的作用下不断

延伸与压缩，能量也在这一过程中被储存下来。受

能量压迫的磁力线会在地球与月球轨道中心的某一

点上互相融合或者再连接。 

但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再连点并非仅仅只是将储

存在磁层中的能量释放出来，该报告在线发表于近

日的《科学》杂志上。 

根据最新研究，能量从再连点释放出来，在前方

（朝向地球与宇宙的两个方向）各形成一个具有强

烈磁力的区域，能量从该区域释放出来并以接近每

小时 150 万公里的速度向地球和宇宙深处冲击而

去。该强磁力区域会将等离子体加热，并将带电粒

子送往地球，而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狂暴能量促

成 了 极 光 与 辐 射 带 的 产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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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AS》杂志精选：研究发现额外推力助水母争夺资源
撰稿：中国科学报  2013 年 12 月 5 日 

水母并非是海洋中的巨人。尽管缺乏肌肉，但是水母似乎

能够轻松地穿过激流。它们有什么诀窍？ 

实际上，水母和其他所谓的胶质浮游动物可以占据被破坏

的生态系统，但是考虑到大多数研究把水母归类为效率低

下的游泳者，这些脆弱的动物如何设法竞争过高度机动的

捕食者——例如鱼类，则仍然不清楚。 

研究人员在重新审视水母的运动推进情况后，发现了一种

机制，既能在每个游泳周期里让这种动物游快 30%，又

能减少游泳肌肉的能量开支。实验指明，当移动时，通过

增加四周海水的压力，这种动物的身体能获得额外的推

力。  

研究人员拍摄了月亮水母的高速视频，画面显示，这种动

物不仅在其钟形身体收缩时能够加速，而且在短暂的休息

后还会加速。相关研究结果近日在线发表于美国《国家科

学院院刊》上。研究人员表示，水母高达 32%的运动来

自于这一动作阶段。 

为了找出这是如何发生的，科学家测量了水母身体周围的

压力。结果显示，在一次肌肉收缩过程中，随着水流冲入

水母的腹部，在游泳的松弛阶段，一个环形涡流在其腹部

下面产生了正压力。最终结果是，水的动作足以为水母提

供额外的推动力。 

该研究小组报告说，这种无成本的推进相当于使其代谢需

求减少 48%，这能暗示水母如何可以长到足够大，并成

为成功的捕食者。而且这些发现有助于解释，在占据生态

系统和资源的竞赛中，水母如何适应与其他充满肌肉的鱼

类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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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读者们！ 

为了给您提供更好的《科技

信息》，我们衷心希望您提

供建议、感想或投稿。您的

来信请寄往：南京大学科学

技术处陈晓清（电子邮件地

址chenxq@nju.edu.cn）。

感谢您对《科技信息》杂志

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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