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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24 位教师入选教育部 2012 年“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褚怡春
教育部日前发布《教育部关于公布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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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80 号），我校杨俊锋等 24 位教师入选教育部 2012 年“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是教育部设立的专项人才支持计划，是教育部“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计划”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支持高等学校具有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开展教学改革和科
学研究工作。自 2004 年“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开始实施至今，我校共有 212 位教师入选此支持计
划，在全国高校中处于领先地位。
2012 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资助金额
（万元）

类别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杨俊锋
梁 彬
杨 欢
徐 平
章建辉
郭维栋
李朝升
姜立萍
刘永学
刘绍文
王 栋
郭红岩
刘福强
陈 熹
杨四海
洪 治
张龙江
皮建才
张正堂
何 宁
王建华
税 兵
成 颖
姜良芹

数学系
物理学院
物理学院
物理学院
物理学院
大气科学学院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环境学院
环境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医学院
商学院
商学院
外国语学院
政府管理学院
法学院
信息管理学院
历史学系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20
20
20
20
20
20
20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

A：国内“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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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3 支科技创新团队入选 2012 年度教育部创新团队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褚怡春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 2012 年度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入选名单，共有 99 个创新团队获得资助。经学校推荐、专家通讯评审、
现场答辩和公示等环节，我校 3 支科技创新团队获批 2012 年度“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入选数量位居全国高校
之首。
3 支入选团队分别是：医学院刘志红教授为带头人的“常见肾脏疾病的发病机制及早期诊断”创新团队，化学化工学院
蒋锡群教授为带头人的“高分子功能构造与结构调控”创新团队，生命科学院张辰宇教授为带头人的“生物医药”创新
团队。

2012 年教育部创新团队名单

序号

带头人

研究方向

所在单位

资助金额
（万元）

1
2
3

刘志红
张辰宇
蒋锡群

常见肾脏疾病的发病机制及早期诊断
生物医药
高分子功能构造与结构调控

医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

300
300
300



黎介寿院士荣获江苏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

撰稿人：医学院 张飞






近日，在江苏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获悉，中国工程院院

植、肝肠联合移植。2011 年 1 月，由黎院士领衔完成的

士、南京大学医学院临床学院黎介寿教授荣获江苏省科学

“肠功能障碍的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是建国以

技术突出贡献奖。江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罗志

来江苏省医疗界荣获的唯一的一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军，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学勇，省政协主席张连珍出席大
会，罗志军书记为黎介寿院士颁奖。该奖项是江苏省授予
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誉，今年首次授予医学工作者，黎
介寿院士是江苏省医学科技战线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从医 60 多年来，黎介寿院士勇攀医学高峰，先后荣获
“何梁何利”奖、中国医师奖、全国科技大会奖；获得省
部级以上高等级科技成果奖 36 项，发表科研论文 600
多篇，担任 13 卷巨著《手术学全集》总主编，主编著作
10 部，参编著作 31 部；在亚洲首次完成同种异种小肠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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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3 项 2012 年度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项目简介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张云云



获奖成果名称： 大型高效厌氧反应器关键技术及应用
获 奖 情 况： 2012 年度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主要完成人员： 任洪强 俞汉青 陈坚 阮文权 耿金菊
丁丽丽 杨景亮 李秀芬 许柯 王庆
李秋成
主要完成单位：南京大学, 江南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内 容 简 介：
本项成果属于三废处理与综合利用领域，是一项适用于有

了多来源复杂有机废弃物沼气化大型反应器装备标准

机废物沼气化反应器工业技术创新成果。有机质沼气化是

化制造和大范围工程应用面临的技术难题；

目前国际公认唯一可实现有机废物处理与能源化利用的实
用化技术。近几年来，随着全球环境和能源问题的日益突
出，欧 美发达 国家将废物沼气 化产业 发展路线图列 入
2020 年可再生能源行动计划，并且颁布了促进沼气产业
发展的系列特惠政策，我国在新颁布的“十二五”科技、
环保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中也将废物沼气化利用列为重
要内容。
我国有机废物资源丰富，具有来源广泛、成份复杂、种类
混杂、蓄含毒害污染物等特征，基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热温
控制的工业厌氧沼气化技术和我国已应用面广量大的农村
小型沼气化成套技术，很难适应我国发展废物厌氧发酵沼
气能源化利用产业的需求。
项目组围绕有机废物工业厌氧消化反应器关键技术领域持
续 20 多年技术攻关，研发出了适应我国国情的有机废弃
物厌氧反应器大规模产业化成套技术装备，并实现了大规
模产业化装备制造和多行业的工程应用，为我国有机废弃
物沼气化利用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主
要技术创新点如下：

(2) 研发出集“厌氧微生物外源微痕量基质活性强化与酶
控宏观调控技术、基于 30 多类复杂构型毒害化合态
物质对产甲烷菌抑制/毒害效应实控阈值的风险消减
技术”等关键技术为核心的高负荷大型厌氧反应器稳
定运行源强化综合控制新技术，实现了厌氧反应器消
化过程稳定运行控制；
(3) 研制出集“厌氧反应器代谢产物深度净化技术与装备、
沼气高效预处理关键技术”等关键技术为核心的大型
厌氧反应器发酵代谢产物深度净化和沼气高品质能源
利用新技术，解决了大规模沼气燃烧/发电利用过程
顽垢性损伤的技术难题。
本成果共申请专利 37 项，获授权专利 20 项，发明专
利 15 项(含美国专利 3 项、PCT 国际专利 2 项)、实
用新型专利 5 项，国家机械行业标准 1 项；发表 SCI
收录论文 129 篇；出版专著 4 部；在江苏、河北、内
蒙古等 23 个省市的化工、制药、发酵、食品、畜禽
养殖、生活垃圾等行业 150 多项工程中得到成功应用，
技术和设备出口美国和越南；截止 2011 年底累计建

(1) 研发出集“大型厌氧反应器模块标准化工业技术、适

成厌氧反应器数量 529 座、累计沼气产生总量 43.3

合蓄含高氨氮/高毒性/高固量的多元有机废弃物沼气

亿立方米、折合标准煤 300 多万吨、减排 COD 总量

化工程技术”等关键技术为核心的大型厌氧发酵工业

120 万吨以上，直接能源收益 40 亿元以上。环境效

反应器及适应多种有机质沼气化工程成套技术，突破

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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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成果名称： 面向关键任务的高可信软件分析与测试技术
获 奖 情 况： 2012 年度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主要完成人员： 徐宝文 陈振宇 赵建军 夏学知 应时 陈林 周毓明
钱巨 许蕾 丁晖 卢红敏
主要完成单位： 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中国船舶
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九研究所,东南大学
内 容 简 介：
任务关键系统（如航空航天、舰载、轨道交通、医疗卫生等）

系统研究了高性能的组合测试用例生成及其优化方法。针对相

在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已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这类系统由于

邻因素间存在相互作用的软件系统，首次提出了相邻因素组合测试

软件故障引发的后果与灾难也越来越触目惊心。几十年来，世界各

的概念，设计了相邻因素组合测试用例集的最优生成方法。在面向

国在任务关键软件中都倾力支持并投入巨资。课题组从 1990 年初

方面软件测试的开创性工作使得其成为软件测试领域的一个新的研

就一直从事面向任务关键系统的高可信软件分析与测试方法、技术

究热点，目前在此方面发表的所有论文几乎都引用或评价了该工作。

与系统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近年来，课题组在以前研究
成果的基础上，在国家 973 计划、863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4. 高可信软件逻辑测试生成与扩增技术

近 20 项目支持下，持续深入研究，又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在多

系 统研 究了 通 用 形式 的逻 辑 故障 建模 ，创 新性 提出 了 co-

个方面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或国际领先水平，有的工作甚至是开创

subsumption 关系并证明了已有逻辑故障的强弱关系，进一步证

性的，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主要成果包括：

明了相应的判定复杂性，彻底解决了软件逻辑测试的故障结构问题，

1. 面向关键任务软件的程序分析技术
对指针分析中的若干关键技术进行了系列深入研究。首次提出
了点间确定别名的概念，研究和实现了一组利用点间确定别名优化
依赖分析精度的方法，解决了语句层的数据流提取问题。针对模块
层的数据流提取，提出了一种基于贡献度的调用栈抽象模型，并实
现了线程敏感的指针分析和关注点敏感的指针分析方法及其工具，
极大提高了软件数据流分析的效率。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

奠定了软件逻辑测试的理论基础。基于此理论结果，提出了系统的
逻辑覆盖准则，适用于关键任务的不同等级的逻辑测试需求。
为了验证理论与方法的正确性，同时为了有效地进行实证性研
究，课题组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还开发了高可信软件分析测试系
统 DATS，DATS 已经在数十家军工研究单位、软件测试单位与软
件企业得到有效的使用。申请发明专利 15 项（已授权 2 项），申
请软件著作权 9 项。

在并发程序切片、大型程序切片、面向对象程序切片、面向方面切

课题组在包括 ACM TOSEM、IEEE TSE 等顶级杂志以及 ICSE

片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突破性、创新性的概念和方法，是国际面向

等一流国际会议在内的重要杂志与会议上发表高水平论文 300 余篇

方面切片的开拓者。

（是国内在国际软件顶级杂志上发表论文最多的课题组），被 SCI

2. 高可信软件度量分析与缺陷预测技术

收录 64 篇，SCI 他引 141 次，被 53 个国家和地区的作者引用采用
2200 多次，引用率居国内软件学科团队前茅。研究成果得到了国

国际上首次分析了易变性预测上下文中潜在的规模混和效应问

内外同行的广泛认可，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题。针对大量度量进行了规模的潜在混和效应分析，为该领域提供

E.Weyuker、B.Kitchenham、L.Briand、G.Kiczales、D.Garlan、

了非常有价值的数据。在基于线性回归的混和效应模型的基础上，

A.Wolf 等国际一流学者以及国内李未、周巢尘、林惠民、何新贵、

利用统计方法检查了规模的潜在混和效应，并彻底解决了长期悬而

陈国良、怀进鹏、梅宏等院士对我们的工作均给予了高度评

未决的软件度量分析和缺陷预测中的混合效应问题。

价 ,R.S.Pressman 在 其 国 际 最 著 名 的 软 件 工 程 专 著 《 Software

3. 高可信软件组合测试生成与优化技术

Engineering:APractitioner’sApproach》中专门用一节介绍该
工作，这在国内软件界到目前为止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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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成果名称： 高效光催化材料及在环境污染控制中的应用研究

光催化材
料光响应
范围与理
论太阳能
转换效率
之间的关
系

获 奖 情 况： 2012 年度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主要完成人员： 邹志刚 李朝升 于涛 罗文俊 闫世成 寇佳慧 张海涛
范晓星 欧阳述昕
主要完成单位： 南京大学
内 容 简 介：
解决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提

率和太阳能转换效率，在国际上掀起了研究异质结

高人民生活质量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光催化材料

光催化材料的热潮。同时利用介孔结构、敏化方法

在解决能源和环境问题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因而成

等手段大幅度提高光催化材料性能。部分成果发表

为当前国际材料领域中的重大科学前沿探索之一。国际上

在 Chem. Mater.、Dalton Trans. 等学术期刊上。

光催化材料研究的竞争十分激烈。光催化材料要走向大规

这些工作受到了包括 Science（2008）等的高度评

模应用亟待解决的关键科学问题是: 发展新型高效光催化

价，并被德国马普胶体与界面研究所 Antonietti 教

材料的设计方法；提高光催化材料的太阳能转换效率；解

授在 Angew. Chem. Int. Ed. (2012)的评述性论文

明光催化反应机理。本项目针对上述关键科学问题进行了

重点引用。

一系列研究，并取得了若干原创性成果。重要科学发现如
下：
(1)

揭示了某些典型的代表性光催化反应过程（如染料、
多环芳烃等光催化降解）的机理。发现了在光催化

提出和发展了光催化材料的能带调控与设计方法，

降解有机染料废水中，不同染料之间还存在协同降

为新型光催化材料探索提供指导。利用过渡金属元

解效应。部分成果发表在 Environ. Sci. Technol.、

素和稀土元素(d 轨道和 f 轨道)在晶体场作用下的特

Langmuir 等学术期刊上，为光催化环境净化的实

性调控光催化材料的导带位置；利用非金属元素

用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该工作被 Angew. Chem.

（例如 N、S）和部分金属元素（例如 Ag+、Bi3+、

Int.Ed.(2012)等论文多次正面评价。

Pb2+、Sn2+）中的 s 轨道和 p 轨道在晶体场作用下
的特性调控光催化材料的价带位置；利用具有相同
晶体结构的宽带隙和窄带隙光催化材料形成固溶体，
可以得到带隙连续可调的半导体材料，并对光催化
材料的价带和导带位置进行调控。部分成果发表在
Nature、Appl. Phys. Lett.、J. Phys. Chem. C、
Phys. Chem. Chem. Phys.等学术期刊上。该工作
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被 Nature、Chem. Rev.
等高度评价。世界著名的光化学家、美国加州理工
学院 Lewis 教授高度评价对此成果评价道“邹等人
的工作向无机光化学的圣杯前进了一步” (Nature
2001,414,589）。
(2)

(3)

本项目共发表 SCI 论文 51 篇，总计被 SCI 论文他
引 1658 次。代表性 SCI 论文 20 篇，其中 Nature
（影响因子 36.28） 1 篇、Chem. Mater.（影响因
子 7.286）1 篇、Environ.Sci.Technol.（环境科学
顶级杂志，影响因子 5.228）2 篇、J. Phys. Chem.
C（影响因子 4.805）2 篇、Langmuir（影响因子
4.186）1 篇、Appl. Phys. Lett.（影响因子 3.844）
3 篇；代表性 SCI 论文被 Nature、Science（影响
因子 31.201）、Chem. Rev.（影响因子 40.197）
等期刊上发表的 SCI 论文他引 1288 次；获得授权
国家发明专利 6 项。项目组人员多次被邀请参加国
际学术会议，如第 15 届太阳能光化学转换与储存会

发展了提高光催化材料量子效率和太阳能转换效率

议（IPS-15）、美国 2009MRS 春季会议等该领域

的方法。率先将异质结结构引入光催化材料，利用

著名的国际学术会议，并作邀请报告。

内建电场增加光生载流子的分离效率，提高量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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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国家重大仪器专项“多通道超导单光子探测器”

启动




撰稿人：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由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吴培亨院士承担的

潘毅副校长代表学校承诺会对项目组在各方面给予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多通道超导单光

全力支持，确保项目顺利进行。

子探测器”，于 2013 年 3 月 1 日正式启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数理学部汲培文副主任、浙江大学
张泽院士、中国科技大学郭光灿院士、北京大学龚
旗煌教授、上海技术物理所陆卫研究员、基金委物
理一处张守著处长、倪培根项目主任等项目管理工
作组人员，自然基金委天文处董国轩处长、规划局
谢焕瑛处长，南京大学领导及项目组成员 30 余人
参加了项目启动会。

该项目周期为 2013 年 1 月到 2017 年 12 月，项目
总经费 4900 万元。项目拟采用超导技术构建性能
优异的单光子探测仪器设备。在已有的研究工作基
础上，通过自主创新，在量子效率、探测速率和工
作波长范围、光子数可分辨、低温系统的集成等四
方面突破有关的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研制成暗计
数低、效率高、探测速率快、工作波长范围宽、可
分辨多达 6 个光子的仪器，用于单周期纠缠光子对

洪银兴书记代表学校致欢迎词，项目管理组组长汲

的研究、量子密钥传递、集成电路故障诊断等方面，

培文主任、谢焕瑛处长代表基金委先后发言。吴培

并为天文观测、深空通信、量子雷达等其它基础或

亨院士代表项目组介绍了项目的整体规划、需要解

应用研究提供有力的手段。

决的关键问题、研究内容与具体计划、应用方向等。
与会专家对关键问题和项目难点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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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在我校召开“花岗岩省形成的深部过程与成
矿作用研讨会”
撰稿人：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华仁民
由科技部基础研究司组织召开的
“地球深部过程与成矿作用”战
略调研方向之三——“花岗岩
省形成的深部过程与成矿作用”
小组研讨会于近日在南京大学召
开。科技部基础研究司相关负责
人，“地球深部过程与成矿作用”
战略调研专家组有关成员，以及
南京大学、西北大学、中国地质
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地质科
学院等单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
议。科技部 973 项目“华夏地
块中生代陆壳再造与巨量金属成
矿”的全体研究骨干、南京大学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有关教师
和研究生也列席了此次会议。
会议由“地球深部过程与成矿作
用”战略调研专家组成员、南京
大学华仁民教授主持。科技部基
础研究管理中心张峰处长首先讲
话，他感谢南京大学为这次研讨
会创造了良好条件，表达了科技
部对本次研讨会的要求和期望。
接着，“地球深部过程与成矿作
用”战略调研专家组副组长、科
技部资源环境领域咨询专家马福
臣研究员讲话，他介绍了这次调
研会的背景、意义和目的，并对
如何开好会议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随后，与会的王汝成、李献华、
孙卫东、王岳军、邱检生、杨进
辉、赵葵东、熊小林、李建威等
九位学者结合自己的研究专长，

并以华南为重点，围绕“花岗岩
省形成的深部过程与成矿作用”
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关键科学问
题、需开展的主要研究内容进行
了主题调研发言；同时，蒋少涌
等学者也开展了热烈的研讨。会
议邀请的王德滋院士、张国伟院
士，以及邓晋福、周新民、毛景
文、胡瑞忠等专家对“花岗岩省
形成的深部过程与成矿作用”调
研内容及相关立项事宜发表了意
见和建议，包括对华南大花岗岩
省形成的时间界定，注重区域构
造框架、陆内不同块体之间的相
互作用过程及深部动力学背景研
究，加强科研院所与地勘产业部
门的合作等；在研究内容和方法
上，强调注重地球物理、地球化
学和地质填图的结合，开展对花
岗岩的埋深深度、抬升速率、剥
蚀程度等研究，重视对复式岩体、
花岗岩中暗色包体的研究，并建
议将华南花岗岩与世界其它地区
花岗岩进行对比等等。
会议认为，虽然“华南花岗岩省
形成的深部过程与成矿作用”这
个项目的难度较大，但是我国学
者在该领域已经有较长期的研究
积累，尤其在花岗岩岩石学、地
球化学、以及与花岗岩有关的大
规模成矿作用方面取得了很大的
成绩，对花岗岩形成的深部过程
也开始了初步研究，而南京大学

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更具有深厚的
积累和突出的贡献。通过调研，
大家加深了对华南花岗岩省形成
的深部过程与成矿作用的认识，
界定了研究的时空范围，明确了
研究的重点方向和主要内容。会
议取得的成果和收获，为“花岗
岩省形成的深部过程与成矿作用”
方向的顺利立项和开展研究开拓
了思路，提供了帮助，奠定了基
础。
本次会议结束后，由南京大学华
仁民、王汝成等有关人员编写了
本方向的小组调研报告，近期已
提交科技部基础司。科技部将在
汇总其他调研方向的报告后，于
今年召开香山会议，组织重大科
学目标论证，并提交 A 类项目
组织实施方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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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抗病机制的新进展
撰稿人：生命科学学院 吕艳娜


2013 年 2 月，我校生命科学学院田兴军教授课题组博士
生刘自旭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题为
“BIK1 interacts with PEPRs to mediate ethyleneinduced

immunity

”

（

PNAS,

2013,

doi:10.1073/pnas.1215543110） 的文章，结果
表明植物激素乙烯通过受体激酶通路为增强植物免疫起着
重要作用。
在自然界中，病原菌试图采用多种方式入侵植物，植物也
采用一切手段来抵抗病原菌入侵。目前人们只是知道当病
菌侵入植物时，植物会激活抗原蛋白抗御病原菌的侵入，
植物受体激酶蛋白（PEPRs）及细胞质类受体激酶（BIK1）
就是这种抗性蛋白，在防卫反应中起重要作用。本研究发
现预处理植物受到灰葡萄孢菌的侵染时其内源多肽
（Pep1）能够保护植物免受外来病原菌的侵袭，而 BIK1
缺失型突变体（bik1）植物却丧失保护功能（图 1）。进


一步研究发现植物在预处理乙烯后同样也具有免受灰葡萄
孢菌侵染的保护效果，而在 bik1 突变体上，仍然表现出
丧失乙烯产生抗性的保护现象，并且植物受体激酶
pepr1/pepr2 突变体具有与 bik1 免疫反应相同的表现型
（图 2A）。这些结果清晰地阐明了植物的抗病机理：当
植物体感应病原菌入侵时会产生多量的乙烯，这些乙烯激
活 了 多 肽 （ Peps ） 的 表 达 。 而 Peps 正 是 激 活 受 体
PEPRs 的主要物质。激活状态的 PEPRs 能直接与 BIK1 及
其同源蛋白 PBL1 互作并进行磷酸化（图 2B 及 C），进
而激活 下游的 植物抗性反应。 该文章 揭示了乙烯通过
PEPRs 通路放大和强化植物免疫反应的新机制。该项研究
成果为农业生产中作物抗病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指导意义。
该研究是与中国科学院周俭民研究员在协同创新和深入研
究的基础上取得的成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科技
部 973 项目的资助。





图 1 植物内源多肽（Pep1）对免疫反应
起到保护作用，而 bik1 突变体上丧失保
护 。 （ A ） Pep1 诱 导 的 活 性 氧 爆 发 在
bik1 突变体上变弱。（B）Pep1 诱导的
植物对灰葡萄孢菌的抗性在 bik1 突变体上
丧失。












图 2 植物激素乙烯（ACC）诱导的免疫反
应 依 赖 PEPRs 及 BIK1 。 （ A ）
pepr1/pepr2 及 bik1 突变体上表现出
ACC 诱导的植物对灰葡萄孢菌的抗性丧
失。（B）及（C）Pep1 诱导的 BIK1 磷
酸 化 依 赖 于
EIN3/EIL1。



PEPRs ， 而 不 依 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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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衍射的准直表面等离激元波束
撰稿人：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李涛
金属表面等离激元是一种约束在金属表面的特殊电磁模式。
它特有的高局域和场增强性质在高灵敏传感、高效光电转
换及亚波长光传输方面有着巨大的应用潜力，因而被人们
广泛关注并寄予厚望。对具有二维平面特性的表面等离激
元波（SPP）的传播性质的理解与操控是人们有效利用并
开发各类亚波长光子器件的基础。近年来，随着具有无衍
射、自加速、自修复等神奇特性的 Airy 光束的实现，对
无衍射光束和 SPP 波束的研究成为当前的热点。
我校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祝世宁院士研究组在
2011 年发展了一套基于面内布拉格衍射的方法，通过人
工设计纳米点阵对 SPP 衍射波的进行相位调制，成功实
现了无衍射的 SPP Airy 波束以及宽带聚焦（论文已发表
在 Phy. Rev. Lett. 107, 126804 和 Nano Lett. 11,
4357），并被 Nature Photonics（6，353，2012）采
访报道。最近，该研究组的博士生李林、副教授李涛等进
一步发现通过位相调控还可以使这种抛物线状的 SPP
Airy 波束“直”起来，形成无衍射的准直波束，并可达到
强度分布可控甚至“无损耗”。该成果发表于 2013 年的
Phy. Rev. Lett.（110，046807，2013）上。该调控方
法的基本思想是通过纳米点阵的每个格点作为子波源对入
射的 SPP 波衍射，调节子波源的排布方式就可以调控整
个衍射波的波形。本工作中，李林等利用对称的相位设计
出准直波束，精心设计子波源对主光束的贡献可实现对波
束的强度的调控。图 1（c）给出了这种特殊设计的相位
分布（红线），它可以使得 SPP 主波束在一定区域内无
衍射并保持强度恒定。理论和实验结果分布见图 1（a）
和（b）。主轴光强分布见图 1（d）和（e），显示一个
约 35 微米的区域内无衍射“无损耗”的 SPP 波束！

图 1（a）理论计算和（b）实验获得的 “无损耗”准直 SPP
波束；（c）设计的相位分布；（d）和（e）分别是理论与实
验的主波束强度演化曲线，可以看到在 35 微米区域内 SPP
波的强度基本保持不变。

表面等离激元是外界光场与金属中自由电子相互作用的电磁
模，在这种相互作用下外界光场被集体振荡的电子俘获，构
成了具有独特性质的 SPPs。在平坦的金属/介质界面，SPPs
沿着表而传播，由于金属中欧姆热效应，它们将逐渐耗尽能
量，只能传播到有限的距离，大约是纳米或微米数量级。只
有当结构尺寸可以与 SPPs 传播距离相比拟时，SPPs 特性和
效应才会显露出来。随着工艺技术的不断进步，现今已经可
以制作特征尺寸为微米和纳米级的电子元件和回路，在这个
领域的研究也迅速开展起来。

这一研究成果使人们对 SPP 波束形成机制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在调控 SPP 传输、实现信号处理和光子集成等方
面开拓了新的方法。同时，这一成果为人们调控其它类型
波束（如声波）也提供了有益的启迪。该项研究得到科技
部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在现代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怎样在纳米尺寸的层面上
实现信息传输处理成为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表面等离
激元能够突破衍射极限，并具有很强的局域场增强特点，可
以实现纳米尺度的光信息传输与处理。另外表面等离激元的
独特特性，使得它在高灵敏生物检测、传感和新型光源等领





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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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年来碳循环演化
撰稿人：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高军
大气 CO2 浓度下降导致新生代全球变冷，地球从两极无冰的温室状
态逐渐发展为两极有冰的冰室状态。但是，关于大气 CO2 浓度下降
的原因还处于争论之中，并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假说。BLAG 模型
认为大陆风化受动力学控制，洋中脊扩张速度减慢导致火山排气减
少，从而导致大气 CO2 浓度下降，温度降低，降水量减少，风化速
度降低，直到风化速度降低减少的 CO2 消耗量可以抵消火山排气的
减少量。但是，地球物理证据表明新生代洋中脊扩张速度基本恒定。
抬升驱动变冷假说认为新生代构造抬升导致季风降水和物理剥蚀增
强，增加了大陆风化吸收大气 CO2 的速度，从而导致大气 CO2 浓
度下降。该假说中大陆风化受物理剥蚀控制，风化速度与大气 CO2
浓度之间不存在负反馈效应，碳循环没有自我平衡调节机制。由于
大气碳库很小，大陆风化增加会迅速消耗光大气中所有的 CO2。

Cosmochimica Acta（简称 GCA）(2013, 103, 11-25)上。该
研究基于海洋碳锶锇同位素记录，恢复了亿年来主要碳循环通量，
发现长尺度碳循环平衡具有跷跷板效应，大陆风化与洋岛玄武岩风
化之间此消彼长，自我调节（图 1）。跷跷板模型把抬升驱动变冷
假说和 BLAG 模型和谐统一起来，从理论上解决了抬升驱动变冷假
说中碳循环不平衡的问题，也解决了 BLAG 模型中的驱动力问题。
大陆风化受物理剥蚀控制，新生代构造抬升导致物理剥蚀增强，促
进了大陆风化的 CO2 吸收，导致大气 CO2 浓度降低。与此同时，
由于物理剥蚀已经足够强，洋岛玄武岩风化受动力学控制。大气
CO2 浓度降低导致温度降低，降水量减少，洋岛玄武岩风化减慢
（图 2），直到洋岛玄武岩风化减少的 CO2 吸收正好弥补大陆风化
增加的 CO2 吸收，从而达到新的平衡。

表生地球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经过多年努力，逐步深入探索，继
2007 年和 2009 年在 EPSL 和 GBC 发表研究论文后，又在该领域
取 得 重 大 进 展 ， 发 表 在 地 球 化 学 顶 级 期 刊 Geochimica et


该研究受中国地质调查局矿评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和
面上项目、南京大学登峰人才 B 层次计划联合资助。





图 1 亿年来主要碳循环通量演化。

图 2 洋岛玄武岩风化与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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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形状边界的声学幻象
撰稿人: 物理学院 梁彬
在光学领域，尽管人们已经提出了少数光学幻象斗篷的设计方案，
但这些幻象斗篷必须具有“双负”或随空间位置渐变的材料参数，
且材料参数的空间分布需要根据具体的被隐藏物体进行设计，这极
大地增加了实验上实现幻象斗篷的难度并导致其在实际应用中难以
推广。而在声学领域，声学幻象斗篷的研究工作尚未开展。

最近，南京大学物理学院声学研究所程建春教授课题组在声超常材
料 和 声 斗 篷 方 面 的 研 究 取 得 进 展 , 最 新 工 作 发 表 在 Scientific
Reports 上（Sci Rep 3, 1427，2013）。该工作通过巧妙设计具
有各向异性参数的亚波长声学结构，首次实验上实现了在任意形状
边界附近自由设计声学幻象斗篷，有效改变一个物体对特定频率声
波产生的散射声场，使之与另一个物体的散射场一致。换言之，在
声信号的检测下，使一个物体“变成”所设计的另一个物体。

程建春教授小组提出了一种新的变换思路，避免了现有幻象斗篷设
计中采用的坐标变换带来的材料参数复杂性，所设计的斗篷无需负
参数材料，仅由易于实现的各向异性声超常材料构成。这种各向异
性的亚波长结构可以把入射到其表面上的声波无反射地导入结构内
部，并对声场进行压缩和拉伸。利用这一奇异特性来操控边界附近
的声场，最终可达到在声学上把一个物体“变成”另一个物体的目
的。此外，该结构亦可通过改变参数方便地退化为消除物体散射声
场的声隐身斗篷。值得一提的是，现有的幻象斗篷均采用无限大自
由空间的理想假设，与之相比，研究如何在具有任意形状边界的声
学环境中隐藏和伪装一个物体显然具有更大的实际意义。这种设计
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所需材料参数与声学环境（边界形状、被隐藏
物体形状和材料参数）无关，极大降低了设计与制备的难度，且能
在较宽的频率范围内工作，因而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另外，该设
计方法亦有望于应用于其他领域的隐身问题研究。

近年来，变换声学和超常材料以及建立在这两者之上的声隐身问题
在科学界引起了研究热潮。在隐身斗篷的实际制备中，如何利用特
殊结构的声超常材料来实现隐身斗篷所需的特殊声学参量一直以来
是一个难点，国内外研究人员围绕该问题已经开展了大量工作。然
而，与仅仅消除散射的隐身斗篷相比，进一步设计与制备出能够对
物体散射场进行任意调控的幻象斗篷显然更有挑战性，并且意义重
大。





图 1(a) 幻象空间的示意图。(b) 实际物理空间的示意图。(c)物理

图 2(a)幻象空间的声场分布。红线标出为幻象斗篷。(b)物理空

空间和幻象空间的变换关系。

间的声场分布。





图 3 实验装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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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流期刊论文精选
《Astronomical Journal》杂志精选：
木卫二后随半球颜色来源于硫酸镁
撰稿人：中国科学报 2013 年 3 月 18 日

木星的卫星木卫二的海洋被估计位于大约 100
公里厚的冰层之下，然而最新的科学研究显示，
即便如此，被这个海洋溶解的物质仍可以传输到
木卫二的表面。天文学家长久以来一直对木卫二
的两副面孔感到困惑：它永远面朝木星的前导半
球是微黄色的，而它 的后随半球则纵横交错着
赤色的斑块和条纹。
伽利略号探测器曾于 1995 年至 2003 年环绕木
卫二飞行，但是伽利略号上的传感器以相对宽泛
的波长带对木卫二进行探测，因此研究者不能利
用它的探测数据来确认具体是什么化学物质给木
卫二的表面渲染上了颜色。
现在，通过利用波长为伽利略号 1/40 的地基天
文望远镜进行探测，研究者已经辨认出木卫二后
随半球的颜色来源于硫酸镁，并于近日将报告在
线 发 表 于 《 天 文 学 期 刊 》 （ Astronomical

Journal）上。科学家解释道，一整套非常复杂

速度）。一旦这些元素被综合在一起，以硫酸镁

的过程致使硫酸镁仅染红了木卫二的一个半球。

为结果的化学反应便呼之欲出了。

各种被溶解的元素——包括在木卫二大气中微
量存在的钠和钾，以及在木卫二大气中并不存在
的镁——是通过间歇泉或者冰的裂缝从木卫二
的海洋传输到这颗卫星的表面的。
木卫一的火山喷发出来的硫磺被木星的磁场电离
后，以每小时 30 万公里的速度轰击木卫二的表

这一最新发现令人振奋是因为它预示着一种可能：
在木卫二表明聚积的物质可能会渗入到冰层下的
海洋中，而如果海洋中存在着微生物的话，含硫
化合物就会成为它们的养料。


面（硫磺主要轰击木卫二后随半球的原因是木星
以及它的磁场的旋转速度大于木卫二环绕木星的




《Science》杂志精选：“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的最佳体系 ［Science，329, 61（2010）］。他们的计算表明，这种磁性
拓扑绝缘体多层膜在一定的厚度和磁交换强度下，即处在“量子反常霍尔效
应”态。该理论与材料设计的突破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兴趣，许多世界顶级

研究获突破

实验室都争相投入到这场竞争中来，沿着这个思路寻找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撰稿人：中科院物理研究所 2013 年 3 月 15 日

在磁性掺杂的拓扑绝缘体材料中实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对材料生长和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是多年来该领域的一个非常困难的重大挑战，它与已
知的量子霍尔效应具有完全不同的物理本质，是一种全新的量子效应；同时
它的实现也更 加困难，需要精准的材料设计、制备与调控。1988 年，美国
物理学家霍尔丹（F. Duncan M. Haldane）提出可能存在不需要外磁场的
量子霍尔效应，但是多年来一直未能找到能实现这一特殊量子效应的材料体
系和具体物理途径。2010 年，中科院物理所方忠、戴希带领的团队与张首
晟教授等合作，从理论与材料设计上取得了突破，他们提出 Cr 或 Fe 磁性
离子掺杂的 Bi2Te3、Bi2Se3、 Sb2Te3 族拓扑绝缘体中存在着特殊的 V.
Vleck 铁磁交换机制，能形成稳定的铁磁绝缘体，是实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输运测量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材料必须具有铁磁长程有序；铁磁交换作用
必须足够强以引起能带反转，从而导致拓扑非平庸的带结构；同时体内的
载流子浓度必须尽可能地低。最近，中科院物理所何珂、吕力、马旭村、王
立莉、方忠、戴希等组成的团队和清华大学物理系薛其坤、张首晟、王亚愚、
陈曦、贾金锋等组成的团队合作攻关，在这场国际竞争中显示了雄厚的实力。
他们克服了薄膜生长、磁性掺杂、门电压控制、低温输运测量等多道难关，
一步一步实现了对拓扑绝缘体的电子结构、长程铁磁序以及能带拓扑结构的
精密调控，利用分子束外延方法生长出了高质量的 Cr 掺杂(Bi,Sb)2Te3 拓
扑绝缘体磁性薄膜，并在极低温输运测量装置上成功地观测到了“量子反常
霍尔效应”。该结果于 2013 年 3 月 14 日在Science 上在线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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