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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要 

-Nature Chemistry报道我校在自修复材料

方面的合作研究成果 

-Nature Photonics刊登朱嘉教授课题组新

型“高效太阳能海水淡化”工作 

-Nature Communications发表张海军教

授课题组Weyl半金属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Physical Review Letters》发表天文与

空间科学学院王祥玉教授课题组关于利用

宇宙中微子检验相对论基本原理的研究成

果 

-符淙斌院士团队最新成果揭示超大城市重

霾污染中黑碳气溶胶的“穹顶效应” 

 左图   （a）光偏振庞加勒球以及左、右旋光态。（b）基于压电（PE）压磁（PM）超晶格构成的光子晶体“光拓扑绝缘体”。  

 右图   四种不同类型杂质检验其鲁棒性（a）Tb不破缺，Tp破缺。（b）Tb，Tp均破缺；（c）Tb不破缺，Tp破缺：（d）Tb，Tp均不破缺  

 

封面文章 

我校在人工微结构物理与带隙材料——拓扑光子态研究中取得

重要进展  

      我校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人工

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卢明辉和陈延峰教授课题组在“光拓扑绝

缘体”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他们提出了一种基于压电／压磁超晶格构成的

时间反演破缺“光拓扑绝缘体”模型，研究了这个系统中光子（玻色子）

的拓扑性质，发现其中光子边界态不再像电子系统中那样受时间反演对称

性保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人工构造的赝时间反演算符Tp（Tp2 = -1）保

护的边界态。相关成果以《Photonic topological insulator with broken 

time-reversal symmetry》为题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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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在人工微结构物理与带隙材料——拓扑光子态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 

Nature Chemistry报道我校在自修复材料方面的合作研究成果 

Nature Photonics刊登朱嘉教授课题组新型“高效太阳能海水淡化”工作 

Nature Communications发表张海军教授课题组Weyl半金属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朱敏生教授课题组在Nature Communications发表平滑肌内括约肌自发收缩机理的重要研究成果 

Nature Communications刊登我校卢明辉、刘晓平、陈延峰教授课题组在人工微结构物理与带隙材料方面研究所取

得的重要进展 

《物理评论快报》发表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王祥玉教授课题组关于利用宇宙中微子检验相对论基本原理的研究成果 

《物理评论快报》发表我校李绍春教授课题组、陈延彬副教授课题组关于二维拓扑绝缘体的最新研究成果 

化学化工学院黎书华教授、朱成建教授发现硼-硼键活化的新模式  

鞠熀先研究组提出酶活性高通量分析的有力工具----质谱成像分析 

 NEWS 科技新闻  

本期目录 

RESEARCHES 科学研究 

环保部副部长黄润秋来国家有机毒物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调研  

“南京大学—昆山科技周”启动 

中国气象局与南京大学共建气候预测研究联合重点实验室  

教育部高教司来校调研示范性微电子学院建设工作 

南京大学刘林教授获小行星命名 

科技处、法学院成功举办“4·26”世界知识产权日系列活动  

“自然指数排行榜”首次发布，南京大学进入全球高校前2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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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CIES & REVIEWS 科技评论 

符淙斌院士团队最新成果揭示超大城市重霾污染中黑碳气溶胶的“穹顶效应” 

胡征教授课题组在镍基金属-氧化物复合介观结构的设计及高效储能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 

国际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所在海洋溢油与烃渗漏多源遥感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Science Advances刊登现代工学院朱嘉教授课题组“最黑金属吸收体”工作 

医学院邢峥教授课题组在新型蜱传布尼亚病毒生态学研究获重要进展 

国务院常务会聚焦“创新”，李克强着重谈了哪3个问题？ 

破解技术成果转化的“达尔文死海” 

从“模仿式”进步到“颠覆性”创新 

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效率的思考 

 FOCUS 国际热点 

《Nature》本月亮点 

《Science》本月要闻摘录 

科学家揭基因“编辑”运行机制：有望“消灭”癌症 

一种活细胞“编程语言” 

科学家发现第三种磁性：或是量子计算又一突破 

科学家首次测定寨卡病毒结构：小头症的希望 

科学家用DNA分子造出全球最小二极管 

最坚硬物质问世 系金刚石40倍 

科学家揭示新粒子性质:四夸克有助解释物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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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0日，环境保护部副部长黄润秋一行来到国家有机毒物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以下简称“工程中心”）开展调研，环保部科技标准司司长邹首民、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主任陈亮、

生态司副司长柏成寿，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所长高吉喜、江苏省环保厅副厅长秦亚东等陪同调

研，南京大学校长陈骏院士、副校长潘毅及科学技术处、环境学院、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工程中心负

责人等参加座谈。陈骏校长主持调研座谈会。 

座谈现场 

       工程中心名誉主任南京大学张全兴院士对环保部多年来对环境学院给予的信任与支持表示感谢，并

介绍了南大环境学院的建设规模、学科优势与特色等基本情况以及近年来在重大科研项目承担、社会科

技服务能力、国家级重要奖项申报等方面取得的可喜成绩。工程中心主任李爱民教授以视频专题片的形

式重点汇报了南京大学牵头组织实施的水专项淮河项目在“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的组织实施情况、取

得的实施成效以及“十三五”规划目标与重点任务。 

       在观看了淮河项目专题片后，黄润秋副部长发表讲话。他说，南京大学在淮河流域、太湖流域等水

专项任务中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突出成绩。特别是淮河项目取得的成果、成效尤其令人印

环保部副部长黄润秋来国家有机毒物污

染控制与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调研 
※环境学院 季青  

科 

技 

新 

闻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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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技 

新 

闻 NEWS 

象深刻。他指出，目前环保部正在按照科技部的相关要求开展水专项“十三五”战略规划研究报告与水

专项2017年度立项任务择优指南的编制工作。希望南京大学发挥多学科综合优势，关注环保领域重

点科学难题和重大技术瓶颈问题，在“十三五”水专项、环保部的环保科技工作以及其他相关业务领域

发挥更大的科技支撑作用。 

       随后，黄润秋副部长一行参观了工程中心，详细了解工程中心的筹建、发展及取得的主要成

果。在由张全兴院士领衔的绿色聚乳酸生物友好材料开发实验室，黄润秋副部长详细了解可降解农

用薄膜产品的开发过程、与传统产品的区别以及目前的产品研发现状和产业化情况，并在得知该产

品已获得包括美日英等国内外17项授权发明专利、实现了500吨中试生产现已通过技术鉴定时，对

张院士在古稀之年还依然致力于解决我国农膜“白色”污染重大问题的科学精神表示钦佩，对所取得的

革命性突破表示祝贺。在由李爱民教授领衔开发的基于新型磁性树脂吸附的水处理装置前，黄润秋

副部长详细询问了该新型树脂材料的工作原理、工程应用的经济技术比较优势等情况，对该新型树

脂产品在全国多行业、多领域和多区域废水处理中得到广泛应用的显著成绩表示赞赏，并希望李爱

民教授团队再接再厉，为我国水污染控制与治理发挥更大的科技支撑作用。 

参观工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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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3日上午，“南京大学—昆山科技周”在南京大学启动，昆山市委常委、昆山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黄

健率团出席活动，南京大学校长陈骏院士、副校长潘毅、中国科学院院士邹志刚教授及相关部门代表出席启动仪式。

南京大学校长助理李成主持仪式。 

现场 (佘治骏 摄影) 

       陈骏校长向来宾简要介绍了我校的科研情况，回顾了我校与昆山市在科技创新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广泛合作。陈

骏校长表示，我校将进一步加强与昆山的合作，希望昆山研究院承载更多的产业共性技术研究、成果转化、人才培

育、企业服务、创业孵化等功能，在学校和昆山之间进行有组织、有计划、全方位、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的科技

与人才交流与合作，加快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为昆山产业转型升级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黄健书记表示，昆山高新区贯彻昆山市委“转型升级创新发展六年行动计划”的精神，抢抓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建设契机，依托南京大学的人才、科技优势，以南京大学昆山创新研究院二期建设为契机，充分发挥研究院成果转

化、项目孵化、高端人才引进培育等核心功能，在昆山形成一个资源共享、技术互补的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平台。 

“南京大学—昆山科技周”启动  

※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汪垚    

科 

技 

新 

闻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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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 (佘治骏 摄影) 

       仪式上，潘毅副校长与昆山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沈跃新共同签订“共建南京大学昆山创新研究院第二期协议”。根据

协议，昆山高新区将投入不少于5000万元人民币，在研究院建成1个功能新材料研发中心，1个集产、学、研为一体的

国家级检测服务平台。双方还在人才培养、产学研合作方面签订了9个合作协议，为“区域经济转型与管理变革协同创新

中心昆山中心”、“南京大学环境与再生能源检测中心昆山中心”、“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工程硕士昆山实践

基地”进行揭牌。 

共同启动 (佘治骏 摄影) 

       仪式结束后，昆山代表团参观了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有机

毒物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科 

技 

新 

闻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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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28日，中国气象局-南京大学气候预测研究联合实验室（以下简称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在南京大学仙林校

区大气科学学院楼举行。南京大学副校长潘毅，中国气象局副局长宇如聪，中国科学院吴国雄院士、李崇银院士、

符淙斌院士、吕达仁院士、王会军院士、陈大可院士，江苏省气象局局长翟武全，以及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中山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解放军理工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和相关地方气象局气候中心等单位的特邀专家及

参加联合实验室学术年会的代表共100余人出席揭牌仪式。仪式由南京大学大气科学学院院长杨修群主持。 

       潘毅副校长首先代表南京大学致辞，对中国气象局同意设立联合实验室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表示，南京大学将

高度重视联合实验室的运行工作，在研究队伍、条件支撑和管理运行等方面予以全力支持。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宋连春系统介绍了我国气候预测业务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以及联合实验室成立的

必要性。 

       中国气象局与高校合作的牵头单位—中国气象局科技与气候变化司王金星副司长宣读了批准联合实验室成为中

国气象局重点开放实验室的批文。 

       中国气象局宇如聪副局长和南京大学潘毅副校长共同为“中国气象局-南京大学气候预测研究联合实验室”揭牌。

宇如聪副局长对联合实验室未来建设提出殷切希望，希望联合实验室要真正实现“任务落实、人员落实、平台开

放”。 

       揭牌仪式后还举行了联合实验室第一次学术委员会会议，参会的学术委员会委员们对联合实验室的研究方向和

目标、团队组建以及未来工作计划等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议，明确了联合实验室学术发展方向和中长期发展计划。 

       据悉，以全球变暖为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是当今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环境与发展问题。在全球变暖背景下，

气候变异和极端天气气候灾害加剧，准确预测气候变异及其影响是国家防灾减灾的重大需求。中国气象局和南京大

学在各自原有研究平台基础上，针对气候预测这一国际挑战性难题，通过近一年多时间的筹建，成立了“气候预测研

究联合实验室”，并被批准为中国气象局重点开放实验室。联合实验室将针对制约气候预测可靠性和准确率等重大关

键科技问题，在优势领域开展创新性合作研究和技术开发与集成，培养气候预测领域优秀科技人才，创新联合实验

室运行机制，使之逐步发展成为气候预测研究国家级重点研究基地。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宋连春研究员和

南京大学大气科学学院院长杨修群教授担任联合实验室共同主任，符淙斌院士和丁一汇院士为联合实验室学术委员

会共同主任。 

中国气象局与南京大学共建气候预测研究联合重点实验室  

※中国气象局-南京大学气候预测研究联合实验室 南京大学大气科学学院    

科 

技 

新 

闻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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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9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理工处吴爱华处长、侯永峰调研员一行来我校，调研示范性微电子学院建设进展和产

学研融合人才培养情况。南京大学副校长王志林及教务处、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负责人等陪同调研。 

       调研组考察了南京大学微制造与集成工艺中心和有关实验室，听取了相关专业课题组的科研进展汇报和工程技术人

员的汇报，并实地查看了重大仪器和教学实验室的运行使用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微电子学院副院长李丽简要汇报了工作进展，地方政府职能部门代表、相关行业代表和我

校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微电子学院负责同志先后发言，就微电子学院建设过程中如何发挥江苏省封装测试产业龙头地

位的作用、如何实现体制机制创新、如何建设产学融合的实习实践基地等话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王志林副校长在讲话中表示，南京大学高度重视示范性微电子学院建设工作，座谈会的召开有利于进一步明确学院

发展的目标定位、人才培养的目标定位，学校通过创新微电子学院的组织架构机制、政产学研协调育人机制，共建创新

创业实践平台，加快示范性微电子学院的建设步伐，努力把南京大学示范性微电子学院建设成为能够彰显南大特色的人

才培养基地。 

       吴爱华处长在讲话中简要介绍了国家建设示范性微电子学院的目标和任务并指出，建设好示范性微电子学院的核心

问题是如何发挥地方政府、相关行业的优势，共同建设微电子学院，并如何共享微电子学院建设的成果。他充分肯定了

南京大学示范性微电子学院短短时间内取得的进展，感谢大家提出的真知灼见，并表示将大家的好意见、好建议融合到

下一步的工作中去，认真做好国家示范性微电子学院的建设工作。 

       另悉，本次调研由教育部高教司和国家发改委社会司共同发起，旨在贯彻落实《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

要》，加强集成电路人才培养，探索产学研融合协同育人机制，制订完善集成电路产学研融合协同育人平台建设方案。 

教育部高教司来我校调研示范性微电子学院建设工作 

※教务处 李灿 微电子学院 杨泓  

科 

技 

新 

闻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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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林教授                                                                       “刘林星”模拟轨道图 

       日前，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国际小行星中心发布公报，以南京大学刘林教授之名命名261936号小行星，命

名为“刘林星”。 

该小行星由林启生、叶泉志在鹿林天文台于2006年7月19日发现，国际编号261936，命名由廖新浩教授提议。 

刘林，男，1936年8月出生。天体力学专家、教育家，在人造卫星和天体轨道理论、空间动力学做出杰出成就。1959

年7月南京大学数学天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目前还担任中国宇航学会飞行器测控专业委员会顾问和飞行器测控学

报编委会顾问，中国宇航学报编委；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卫星导航联合研究中心科

学技术委员会委员；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轨道力学顾问，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外聘专家，COSPAR中国委员等。 

“刘林星”部分参数 

轨道半长径： 2.5508934天文单位 

近日点角距： 165.75192度 

绕日运行周期：4.07年 

星等：17.1等 

南京大学刘林教授获小行星命名 

※新闻中心   

科 

技 

新 

闻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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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迎接2016年世界知识产权日，近期我校科学技术处、法学院在鼓楼和仙林两校区举办了知识产权

周系列活动。系列活动分别获得了南京市鼓楼区知识产权局、栖霞区科技局的大力支持。 

       2016年“4·26”世界知识产权日的主题为Digital Creativity: Culture Reimagined，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的中文翻译为：数字创意 重塑文化。围绕这个主题，4月24日下午南京大学科学技术处、栖霞区科技

局、南京大学法学院主办、南京大学长风社承办的 “《中国好声音》何去何从——漫谈被诉背后的知识产

权困局”讲座在南青报告厅举办，法学院徐棣枫教授、解亘副教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张晓阳法官和国

浩（南京）律师事务所邱奎霖律师作为嘉宾出席。主持人简单介绍了案件以及原被告双方立场后，嘉宾对

同学们提出的“梦想强音公司和正议天下公司是否构成商标侵权？”、“节目模式是否收到版权保护？”、“改

编和翻唱音乐作品的合法性界限”、“涉嫌抄袭文化作品的侵权认定”、“网络时代文化作品的版权维护”等问

题进行了讨论解答。在回答问题的过程中，嘉宾们既根据相应法律给出了较为正式的解答，但也热忱地提

出了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嘉宾们认为，在未经过注册商标权利人许可，在同类商品或近似商品使用同样的

标识的，即为侵权。由于好声音的组合式商标（包括其图标和英文标识）十分显眼，是十分容易识别的。

续约未成功之后，被告如果仍然继续使用原告的商标，从商标侵权角度，侵权可能性相对比较高。《著作

权法》并不保护思想，但若从实际上来看，好声音的模式都是通过具体的方式表达出来，而这些具体的环

节，是受到法律的的保护的。目前思想和具体规则的界限还不十分明确，相关的立法和体制目前还不完全

科技处、法学院成功举办 

“4·26”世界知识产权日系列活动 

※科学技术处 朱伟伟 

科 

技 

新 

闻 NEWS 

“《中国好声音》何去何从——漫谈

被诉背后的知识产权困局”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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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合，需要继续完善。但只要是他人独创性的作品被使用就是侵权，这种侵犯是与被用量无关的。 

       讲座气氛十分活跃，互动频频。嘉宾们耐心的解答，让到场听众对于《著作权法》、《版权法》等在实

际案例中的运用有了更深的了解。 

       4月25日下午的活动由科学技术处周元副处长主持，南京大学科学技术处联合栖霞区科技局，邀请到汤

森路透集团知识产权与科技中国事业部知识产权咨询服务总监章毅先生，从高校专利资产盘点、特定领域研

发全景分析、高校知识产权转移、转化可能性和潜在对象筛选、目标技术商业应用前景分析、基于特定需求

的其它定制化分析等主题角度对专利的基础知识以及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相关解决方案做全面系统的介绍。

章总监介绍了汤森路透旗下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数据库提供的深加工增值专利数据，阐述了对原始专利数据

信息的修正、补充、延展、精炼和改写等工作为专利信息的检索和阅读带来的便捷。其中更以实际案例为基

础，从数据分析和可视化角度图文并茂的介绍了科研全景分析、现有技术检索、新颖性检索、专利权维持和

监控（专利组合评估、对标分析）、科研成果转化机会分析等高校专利挖掘的应用方向和对转化前景的支撑

作用。章总监直言，在国外的科研活动中，前期的专利分析和专利预警等工作早已成为了认知度和接受度较

高的一项环节，对新技术、产品研发在后期的市场应用具有战略性的意义。 

       此次讲座对科研人员及科研管理人员显得十分重要，拓展了其对于专利信息辅助研发、成果转移的运用

方法及思路的认知面。栖霞区科技局相关领导和部分驻区企业也受邀参加了此次活动。南京大学亦希望借此

机会对政产学研工作和助力地方经济发展做好服务工作。 

       4月27日，南京大学科学技术处、南京大学法学院、鼓楼区知识产权局邀请到深圳峰创智诚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裁沈剑锋先生，就公司与科研高校未来在技术转移、产业化及知识产权方面的合作思路，目前海外基

金、主要专利运营公司与高校合作模式，典型成功案例交流及未来合作探讨等内容进行了充分的分享。我校

科学技术处周元副处长主持了活动，此次活动还吸引了鼓楼区知识产权局、湖南路街道、部分在宁高校科研

科 

技 

新 

闻 NEWS  

汤森路透知识产权解决方案

助力高校科研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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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参与。沈剑锋先生曾任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知识产权官及知识产权部部长，全面负责中兴

通讯全球知 识产权管 理事 务，曾独立负责 数十起全 球 诉讼，并带领团 队连胜 Interdigital、TPL、

Flashpoint等专利运营公司发起的337调查，取得美国“337调查四连胜”战绩。此次讲座沈先生分享了互联

网模式的专利运营理念，主推线上的专利定制化服务及线下的标准化分析团队与模式，提出了沟通产学政

研知识产权合作开发的新平台构想。他期望进一步加大和科研院所的合作关系，同时也希望能有机会对高

校毕业生提供就业机会。沈先生丰富的知识产权实务经验和新颖的理念引起了区知识产权局领导的兴趣，

并在会后进一步就地方政府对高校科研、地方经济的扶持、有机融合等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三场活动分别从知识产权法案在社会热点话题中的应用、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研成果转化，以及技术

转移及知识产权运营新趋势等三个主题出发，从不同角度展示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及高校科研转化的要素和

方向。系列活动的成功举行，贴合了本年度国际知识产权日的主题，很好的起到了宣传、教育作用。至此

本年知识产权周活动也圆满落幕。 

科 

技 

新 

闻 NEWS 

技术转移及知识产权运营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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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4月21日，中国上海 ---- 首次发布的2016自然指数排行榜（Nature Index 2016 Tables）显

示，中国是全球高质量科研论文的第二大贡献国，仅次于美国。在自然指数排列前十的国家中，只有中国在

2012 至2015年期间呈现两位数的年均增长率，并且有些中国大学的年复合增长率高达25%。 

       自然指数排行榜展示了最近四年的各年度指数，并全部于4月20日首次对外发布。自然指数依据的是各

国或各科研机构对每年发表的约六万篇高质量的科研论文的贡献情况，既计算论文总数，又计算不同国家和

机构在每篇论文上的相对贡献。 

       依据自然指数排行榜（Nature Index 2016 Tables）显示，南京大学位于全球科研机构第25位，全球高

校第20位，在亚太地区科研机构、高校中均位于第4位，中国高校第2位。同时，2014-2015年南京大学自然

指数增幅达18.6%（213.92-253.62），为全球机构前30位中增幅最高。 

 

 

 

 

科 

技 

新 

闻 NEWS  

“自然指数排行榜”首次发布 

           南京大学进入全球高校前20位 

※科学技术处 朱伟伟   

2016 tables: Institutions 

2016 tables: Institutions -  

aca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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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化学领域，南京大学位于全球机构第10位，中国高校第2位。2014-2015年

自然指数增长18.5%（128.14-151.8），为前10位中增幅最高。 

2016 tables: Institutions – chemistry 

 

 

 

 

 

 

 

 

 

在物理学领域，南京大学位于全球机构第26位，中国高校第4位。2014-2015

年自然指数增长16.3%（69.95-81.36）。 

2016 tables: Institutions - physical sciences 

 

 

 

 

 

 

 

 

 

 

在地球与环境科学领域，南京大学位于全球机构第40位，中国高校第1位。

2014-2015年自然指数增长14.0%（15.05-17.14）。 

2016 tables: Institutions - Earth & environmental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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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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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现

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

术协同创新中心卢明辉和陈延峰教授课题组在

“光拓扑绝缘体”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他们提

出了一种基于压电／压磁超晶格构成的时间反

演破缺“光拓扑绝缘体”模型，研究了这个系

统中光子（玻色子）的拓扑性质，发现其中光

子边界态不再像电子系统中那样受时间反演对

称性保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人工构造的赝时

间反演算符Tp（Tp2 = -1）保护的边界态。相

关 成 果 以《Photonic  topological  insulator 

with broken time-reversal symmetry》为题

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C. 

He  et  al.,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16)， doi:10.1073/pnas.1525502113]。 

       拓扑绝缘体（TI）的概念首先是在电子系

统中提出并实现的，其具有体能带绝缘和边界

态连续的特征，存在一对自旋锁定的单向传播

边界态，其传播受时间反演对称性保护，具有

鲁棒性。最近几年来，光子系统的拓扑性质也

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众所周知，电子是自

旋1/2的费米子，光子是自旋为1的玻色子，其

时间反演算符（Tb2 = 1）与电子的时间反演算

符（Tf2 = -1）具有本质区别，而电子拓扑绝缘

体的出现与费米子时间反演导致的Kramers简并

相关。类比于拓扑绝缘体，光子系统在不满足

电子系统Kramers简并的条件下，是否具有受时

间反演对称性（Tb）保护的边界态？这是一个

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篇论文就这个基本问题

给出了一个答案：对光子，或者更一般地说是

所有玻色系统中，其本身的时间反演对称性并

不足以保证构成光拓扑绝缘体，也就是说，它

不能够保证边界态的鲁棒性。但通过人工微结

构光子晶体，能够构造一类新型“光拓扑绝缘

体”，它以左旋光和右旋光为一对基，他们满

足Tf算符类似的人工对称性（赝时间反演算符

Tp），从而实现了Kramers简并和光拓扑绝缘

体。 

我校在人工微结构物理与带隙材料——

拓扑光子态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科 

学 

研 

究 RESEARCHES  

图-1 （a）光偏振庞加勒球以及左、右旋光态。

（b）基于压电（PE）压磁（PM）超晶格构成

的光子晶体“光拓扑绝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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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托南京大学在介电体超晶格方向三十余年的

研究积累和理论实验基础，文中提出了一种基于压

电／压磁超晶格的光子晶体模型来阐述这一发现。

压电／压磁超晶格具有内在的磁化方向，从而破坏

了时间反演对称性。当光入射时，超晶格的晶格振

动将与之耦合形成极化激元。该极化激元具有偏振

依赖性：左旋光（LCP）和右旋光（RCP）与超晶

格耦合所形成的极化激元具有大小相同但符号相反

的耦合系数，即偏振-轨道耦合（类比电子的自旋-

轨道耦合），经历相反的等效规度场，从而实现光

拓扑绝缘体。理论和模拟分析证明：光拓扑绝缘体

的拓扑性质是受赝时间反演对称性Tp保护的，而不

是通常认为的玻色子时间反演对称性Tb。 

       文章着眼于对称性这一拓扑绝缘体研究中最本

质和关键的问题，提出：玻色子时间反演对称条件

对设计和构造光拓扑绝缘体而言，既不必要也不充

分。对玻色子的时间反演对称与否只是反映系统是

否需要外加“磁场”或存在“内在磁化”。释放这

一条件，就可以利用更多种自由度，构造更易于在

光子系统中实现和调控新的拓扑光子态。对拓扑态

而言，更为重要的基本条件是基和材料对于类似于

费米子的赝时间反演操作是否是对称的。这个工作

的意义在于：1. 提供了一种新的光拓扑绝缘体设

计；2. 提出构造玻色子拓扑绝缘体的前提条件是人

工构造一个对称性Tp；3. 保护该类玻色子拓扑绝缘

体的基本操作正是该对称性Tp，而不是玻色子时间

反演本身。审稿人的指出：这一工作是这个领域中

重要的一步，是这个领域的一个重要进展，为下一

步光拓扑绝缘体的设计提供了指针。（The au-

thors' proposal offers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on this problem which one can certainly argue 

provides a significant step forward in the study 

of this phenomena.” “This finding is an im-

portant progress for the community. It not 

only clarifies the role of time-reversal sym-

metry and pseudo time-reversal symmetry in 

bosonic topological  insulator,  but also pro-

vides  guidance  for  future  photonic  TI  de-

sign.”。） 

       何程博士是论文的第一作者，博士生孙晓晨为

第二作者，卢明辉教授和陈延峰教授为共同通讯作

者。我校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刘晓平教授，英

国牛津大学陈宇林教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

分校的冯亮教授参与了这个课题的研究。研究得到

了科技部重大研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

目、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等基金的资助。  

科 

学 

研 

究 RESEARCHES 

图-2四种不同类型杂质检验其鲁棒性（a）Tb不破缺，Tp破缺。（b）Tb，Tp均破缺；（c）Tb不破缺，

Tp破缺：（d）Tb，Tp均不破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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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化学化工学院、配位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李承辉副教授在高弹性自修复材料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相关成果以“A highly stretchable 

autonomous self-healing elastomer”为题，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Nature Chemis-

try》上（DOI: 10.1038/NCHEM.2492）。该项研究工作由多方努力合作完成，李承辉副

教授为论文第一作者，通讯作者是我校校友、斯坦福大学化学工程系鲍哲南教授；我校化

学化工学院左景林教授、郑鹏教授、游效曾教授，以及物理学院曹毅教授、孙阳同学等也

参与了该项研究。 

       自修复材料是近十几年来兴起的一种新型智能材料。它可以实现材料对自身裂纹的检

测并自发完成对材料的修复，从而可以预防材料由于产生裂纹而存在的潜在破坏，在航

天、军工、桥梁、建筑以及工程等领域中有着重要应用。传统材料为了追求高强度及柔韧

性，通常都是由不可逆的共价键构筑而成的。这种共价键在断裂之后无法再重建，因此传

统材料受损后很难修复。目前，用于自修复材料的可逆化学键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可逆动

态共价键，例如共轭双烯与烯烃或炔烃之间可逆的Diels-Alder反应，双硫键可逆的氧化还

原反应等；另一类是非共价键相互作用，例如氢键、静电吸引、疏水作用、π-π堆积等分

子间弱相互作用。 

       该成果利用配位键设计合成了一种高弹性的自修复材料。在超分子化学中，配位作用

通常被认为是最强的超分子间相互作用之一。通过选择合适的配体和金属，可以得到中等

强度的配位键，其强度小于共价键但比非共价弱相互作用要强得多。这种配位键将具有物

理（热）可逆性或者化学可逆性，因而能够用于构筑自修复材料。同时，由于配位键强度

适中，将能够克服可逆共价键和非共价弱相互作用的缺点。他们在聚甲基硅氧烷高分子中

引入了一种名为2,6-吡啶二甲酰胺的配体，该配体可提供多个配位点与金属配位，得到多

个不同强度的配位键。强配位键与弱配位键位置相邻，受到拉伸作用时，弱配位键断开使

能量得到耗散，而强配位键仍然得以保持使材料不致断裂，因此材料具有非常好的拉伸

性，最高可拉伸至原长度的45倍，改变金属与配体的比例后甚至拉伸到100倍也不会断

裂。另一方面，由于强配位键与弱配位键的结合导致配位结构具有高度动态性，受到破坏

后能够快速自发形成，因此材料受损后在室温下无需任何外界刺激即可完全修复，甚至低

温条件下（-20 °C）也能自发修复。 

       值得一提的是，该材料还可用于制造人工肌肉。科学家们过去一般尝试通过气动驱动

器、形状记忆合金等多种方法制造人工肌肉，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一种基于电活性聚合物

Nature Chemistry报道我校在自修复材料方面的

合作研究成果 

※化学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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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工肌肉。电活性聚合物在电流或电压作用下产生物理形变，因而能将电能转化为机

械能。基于电活性聚合物的人工肌肉具有应变高、柔软性好、质轻、无噪声等特点，被

公认为最具发展潜力。利用本研究中的自修复材料所制备出的人工肌肉器件，能够随着

电压变化不断膨胀与收缩，因此其动作可以通过外部电压来控制；而且，该人工肌肉受

损后可自动修复，修复后的器件仍然可承受与修复前同样高的电压。该研究为人工肌肉

走向智能化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图1 高弹性自修复材料 

图2 自修复人工肌肉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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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朱嘉教授课题组在高效太阳能海水淡化方面取得重要进

展，相关研究成果以《3D self-assembly of aluminium nanoparticles for plas-

mon-enhanced  solar  desalination》为 题 发 表 于 Nature  Photonics 上（DOI: 

10.1038/NPHOTON.2016.75）。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副研究员周林与硕士生谭

颖玲为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朱嘉教授是论文的通讯作者，本项研究受到了祝世宁院

士的指导与支持。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淡水资源形势日益严峻，海水淡化

作为获取淡水的有效方法之一，引起广泛关注。然而目前传统的海水淡化装置消耗大

量热能或电能，碳排放量大、装置体积庞大，且淡化效率、效果均有待提高。利用太

阳能光蒸馏的海水淡化技术低碳环保，然而多年来一直受限于较低的光热转换效率

（~30-45%）而无法大规模应用。朱嘉课题组在国际上首次利用等离激元增强效应实

现了高效太阳能海水淡化（能量传递效率~90%，淡化前后盐度降低4个数量级）。该

Nature Photonics刊登朱嘉教授课题组 

新型“高效太阳能海水淡化”工作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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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研 

究 RESEARCHES  

图1. 等离激元增强太阳能海水淡化的设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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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三维铝颗粒等离激元黑体材料是实现高效率太阳能海水淡化的绝佳体

系，图1给出铝颗粒黑体材料用于等离激元增强太阳能海水淡化的设计示意图。首

先，等离激元铝黑体材料具有宽太阳光谱超高光吸收效率（在400-2500nm宽太阳

光谱范围平均吸收效率>96%），确保了海水淡化过程中光热转换效率大大提高；

其次，铝纳米颗粒的局域等离激元光学共振效应使得漂浮在水面的紧密排列的铝颗

粒附近区域产生极高的局部温度和电磁场增强效应，非常有利于快速有效的淡水蒸

汽产生，多孔结构又提供了有效的蒸汽逃离通道。最后，铝颗粒等离激元黑体材料

制备采用低成本金属铝为唯一原材料，采用了简单可规模化生产的自组装制备方法

（图2），且材料的淡化性能表现出良好的稳定性和耐用性，这对高效率太阳能海

水淡化技术的实用化将产生重要的意义。 

       该项研究得到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青年“97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群体及面上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江苏省优势学科等项目的资

助。 

图2. 三维铝颗粒等离激元黑体自组装工艺与组装前后光学照片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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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院、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

心张海军教授课题组与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姚宏研究员课题组密切合作，在Weyl半金

属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相关研究成果以《Symmetry-protected ideal Weyl 

semimetal in HgTe-class materials》为题，于2016年04月01日在线发表Nature 

Communications 7,11136 (2016)。南京大学物理学院博士生阮佳伟和清华大学高

等研究院博士生简少恺为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张海军教授和姚宏研究员（南京大学

校友）为共同通讯作者。南京大学邢定钰院士和斯坦福大学张首晟教授指导了本项工

作。 

       1928年，英国物理学家Dirac提出了一个描述电子运动的相对论性量子力学方

程，即Dirac方程。该方程可以成功描述高速运动的电子，譬如，给出氢原子能级的

精细结构，自动导出电子的自旋量子数为1/2，并且预言了正电子的存在。随后，德

国物理数学家Weyl指出，当电子质量为零时，Dirac方程可以解耦成两个方程，描述

了一对具有相反手性的新粒子——即‘Weyl费米子’。然而， 80多年来，人们始终没

有在现实世界中发现Weyl费米子存在的踪迹。 

       2011年，南京大学物理学院的万贤刚教授及其合作者，首先注意到烧绿石结构的

5d过渡金属氧化物Y2Ir2O7中存在一种特殊的磁有序结构，结合强的自旋轨道耦合相

互作用，其低能激发的能量-动量色散关系精确地满足Weyl方程。也就是说，这种低

能准粒子激发就是人们找寻多年的Weyl费米子，该物质态被称为Weyl半金属。该发

现是国际凝聚态物理前沿的重要科学突破，Weyl半金属新奇的物理性质对低能耗电子

器件、量子计算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实验上发现的Weyl半金属只有TaAs系列

材料。虽然这类材料在实验上展现了Weyl半金属的多种重要特征，如，负磁阻效应、

费米弧、高迁移率等，但他们都还不是‘理想Weyl半金属’体系，因为Weyl点没有精确

落在Fermi能级上，并且与许多平庸体态纠缠混合在一起。 

       基于第一性原理计算和理论模型分析，本项工作发现HgTe系列化合物，包括

HgTe、HgSe和部分half-Heusler化合物，可以实现新型的‘理想Weyl半金属’态。我

们知道，HgTe系列化合物具有立方晶格对称性，Fermi能级附近的p轨道成分能带形

成轻空穴和重空穴，并且在Γ点处能级简并。HgTe、HgSe和部分half-Heusler化合

物的价带和导带之间发生能带翻转，故而费米能级穿过轻重空穴的简并点。通常认

Nature Communications发表张海军教授课题组

Weyl半金属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物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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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破坏立方对称性的轴向应力可以使得轻重空穴之间打开能隙，实现具有体能隙

的拓扑绝缘体态。我们的研究工作发现，轴向压力（或面内张力）确实可以打开体

能隙，实现拓扑绝缘体态；然而，轴向张力（或面内压力）则不能打开能隙，而是

得到对称性保护的稳定Weyl半金属态。该Weyl半金属态具有多重优点：1）在足够

大的应力范围内，不敏感于外部应力的大小而稳定存在。 2）受对称性要求，Weyl

点被限制在kx=0或ky=0平面内。3）没有平庸体态的混合，并且Weyl点之间可以

通过对称性关系彼此联系，故而所有Weyl点精确落在Fermi能级上。我们称之为‘理

想Weyl半金属态’。 

       该项工作的研究成果对推进Weyl半金属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该理

想Weyl半金属态摆脱了平庸体态的混合，为人们研究Weyl费米子的新奇本征物理

性质及其他衍生特性提供了一类理想平台。其次，该Weyl半金属态可以由标准的

Luttinger哈密顿准确地描述，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理论模型。另

外，half-Heusler系列化合物展现出丰富的物性，包括，超导、重费米子、磁性

等，为Weyl半金属物性的交叉研究提供了多种机会。 

       该项工作主要得到了国家青年千人计划的资助。  

 

图1(a)HgTe的闪锌矿晶体结构。(b)外部应力下的HgTe的相图。包含拓扑绝缘体相、

Type-II Weyl半金属相和理想Weyl半金属相。(c)Weyl点处的能带结构。(d)动量空间

的四对Weyl点。所有Weyl点被对称性限制在kx=0和ky=0平面里。(e)（100）表面上

的Fermi弧。（f）放大效果的Fermi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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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模式动物研究所朱敏生教授实验室

及合作实验室在平滑肌型括约肌自发张力产

生机制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相关成果”The 

molecular basis of the genesis of basal 

tone in internal anal sphincter”发表在最

新一期《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

cations）。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张成海、王

佩为论文第一作者，朱敏生教授与美国马萨

诸塞大学医学院的诸葛荣华副教授为通讯作

者。 

       平滑肌型括约肌广泛分布于机体，它们

在平时经常处于关闭状态，在接受神经信号

时短暂开放，从而控制物质进出空腔脏器各

腔室。括约肌保持关闭状态有赖于其中平滑

肌细胞能够自发产生张力的特性，但自发张

力是如何产生的还不清楚。 

       该 论 文 以 肛 门 内 括 约 肌（IAS）为 模

型，对自发张力产生的机制进行了系统研

究。首先，团队研究人员发现基因敲除钙离

子依赖的肌球蛋白轻链激酶（MLCK）完全

抑制了自发张力的产生，而敲除肌球蛋白轻

链磷酸酶调节亚基（MYPT1）对自发张力并

无影响，从而推断胞内钙仍然是自发张力产

生的关键信号。但关键问题是，括约肌在无

刺激时，胞内钙流是如何产生的？研究者观

测到，IAS平滑肌细胞有明显多地发放钙火花

（Ca2+  sparks，一 种 自 发 性 局 部 钙 信

号），增强或抑制道雷诺定受体（RyRs）可

以影响自发张力的水平。然而，细胞实验表

明单纯由钙火花所释放的钙离子并不足以引

起收缩。通过使用抑制剂、激活剂、基因敲

除动物等手段研究发现：L型电压门控钙离子

通道（VDCCs）以及钙离子激活的氯离子通

道TMEM16A可调节括约肌细胞钙离子水平

和自发张力；抑制或敲除TMEM6A可导致小

鼠肛门括约肌收缩力的丧失。由此提出，肛

门括约肌自发收缩的过程为：自发性的钙火

花激活TMEM16A引起氯离子外流，由此造

成平滑肌细胞膜去极化、激活VDCCs介导胞

外钙离子内流，最终激活MLCK起始平滑肌

收缩。该研究提出的收缩机制不但阐明了肛

门括约肌的收缩机制，还为粪失禁、肛裂等

疾病的治疗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也为其他括

约肌功能机理提供了思路。  

朱敏生教授课题组在Nature Communications

发表平滑肌内括约肌自发收缩机理的重要研究成果 

※模式动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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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人工微结

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刘晓平、卢明辉和陈延峰教授课题组在人工微结构物

理与带隙材料研究中取得的重要进展——“宇称-时间对称的布洛赫振荡”。他们与

加州理工、中科院物理所合作，利用先进的硅基片上集成工艺技术，成功制备出

宇称-时间（PT）对称性调控的二维PT对称超构材料，研究通讯波段红外光波在

其中的集体传播行为。首次实现了无阈值的宇称-时间对称性破缺的布洛赫振荡现

象，并发现由此导致的二次辐射。相关成果以《Experimental realization of 

Bloch oscillations in a Parity-Time synthetic silicon photonic lattice》为题

发表于《Nature Communications》[Y-L. Xe et al., Nat. Commun. 7,11319

(2016)]。 

       最近几年来，宇称-时间（PT）对称光子学的研究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

被《自然-物理》选为近十年来物理学的十大发现之一（Nature Phys. 11, 799

(2015)）。在此之前，该课题组曾经报道了在一维Si基波导上制备PT对称超构材

料，成功实现了单向模式转换（Science，2011）和单向无反射传播（Nat. Ma-

ter. 2013）两个重要的进展。这篇论文报道了该研究团队在这个方面的研究拓

展：从一维拓展到二维。在二维PT对称超构材料中，涉及到更复杂的耦合过程。

类比于电子晶格体系，该团队设计的二维体系中引入了光场的梯度“力”，使得其

本征模式劈裂成无数个均匀“能量”间隔模式组成的Wannier-Stark阶梯；通过整体

激发阶梯中的所有这些模式，在这个二维晶格中可以发生由这些模式相干叠加形

Nature Communications刊登我校卢明辉、刘晓平、

陈延峰教授课题组在人工微结构物理与带隙材料方面研

究所取得的重要进展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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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实空间的经典布洛赫振荡。然而，与电子系统不同，该研究团队的体系中引入了周

期性的宇称-时间对称性的调制，将光场的梯度“力”变成同时具有实部和虚部，因此，

Wannier-Stark阶梯演化成为“复能量”空间上的两套由无数个模式组成的阶梯，其中一

套带有有效增益，另外一套带有纯损耗。由于这个新的维度的引入，其中的布洛赫振荡

的物理图像变得不同寻常，表现为新的Wannier-Stark阶梯在传播过程中不停地向外辐

射能量，而在布洛赫振荡的恢复点附近形成了最强的二次辐射。 

       论文首次在实验上实现了硅基集成的PT二维晶格，研究了在PT对称性调控的超构

材料中光波的传播、耦合和辐射行为，并首次观测到了PT对称超构材料中特有的、伴随

有二次辐射的布洛赫振荡现象。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这里的布洛赫振荡发生在无阈值的

宇称-时间对称性破缺点。这意味着即便是具有无穷小的损耗的宇称-时间调制，布洛赫

振荡二次辐射过程都是可以观测到的。 

       PT对称的量子力学方程具有非厄密的哈密尔顿，却具有实本征谱，被认为是研究

科 

学 

研 

究 RESEARCHES  

图-1 二维宇称-时间对称超构材料的设计（a）及实验制备的材料（b），以及光学耦合输入端口的

放大图（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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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系统量子物理的重要方程，最近一些年来备受关注。PT对称光子学是目前在PT对称量

子力学实验方面开展研究最为深入的领域。另一方面，该研究在Si基光子芯片上首次实现了

二维的PT对称超构材料，而Si基光子学是目前光电子器件最重视的发展领域。因此，上述理

论和实验不仅在基础物理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Si基光子学器件原理的拓展，都具有

重要意义。 

       南京大学的博士生徐叶龙、加州理工的William S. Fegadolli博士、中科院物理所的甘

霖副研究员是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卢明辉教授和刘晓平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本工作是加

州理工的Axel Scherer教授、中科院物理所李志远研究员以及南京大学的陈延峰教授小组共

同合作的研究成果。项目得到了科技部重大研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中组部青

年千人计划等基金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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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a）宇称-时间调制的光晶格中的布洛赫振荡理论模拟，（b）布洛赫振荡恢复点附近的

理论模拟结果，（c）对应于（b）中区域的近场光学测量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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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现代天文与天体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王

祥玉教授课题组在利用宇宙中微子检验相对论基本原理方面取得重要进

展，相关成果以“Testing the Equivalence Principle and Lorentz Invari-

ance with PeV Neutrinos from Blazar Flares”为题，以南京大学为第一

单位和通讯单位发表在国际著名物理学期刊《物理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Wang, Liu & Wang, 2016, Phys.Rev.Lett., 116, 

151101）。该论文的第一作者为我校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2013级直博生

王子逸，第二作者为德国马普核物理研究所博士后柳若愚（天文与空间科

学学院2015届博士毕业生)，王祥玉教授为论文通讯作者。 

       中微子是宇宙物质的基本组成单元，由于其与物质作用很弱而很难被

探测到。2013年科学家利用位于南极的冰立方探测器（IceCube）首次探

测到了来自地外的极高能量的中微子(1012-1015电子伏特）。如此高能量

的中微子应来自极高能量的宇宙线粒子的碰撞过程。最近德国一课题组研

究发现一个能量为1015电子伏特的中微子与发生在遥远宇宙的活动星系爆

发（称为耀变体）在位置和时间上一致，并认为此中微子来自耀变体。王

祥玉教授课题组提出利用中微子与光子的飞行时间差来检验狭义相对论的

洛伦兹不变性原理和广义相对论的等效原理，得到了对这些基本原理的精

确检验。 

       洛伦兹不变性原理认为光子或静止质量可忽略的不带电粒子（如中微

子）在真空中传播时的速度为常数，与粒子的能量或属性无关。然而一些

量子引力理论则预言，由于时空在极小尺度上存在“泡沫状”结构，这些粒子

的传播速度在能量较高时会与光速不同，即洛伦兹不变性原理发生破缺。

过去科学家曾利用超新星1987A发出的中微子与光子的最大飞行时间差限

制了洛伦兹不变性原理破缺的程度。由于此次高能中微子来自宇宙深处

（距离我们90亿光年），且中微子能量又特别大，王祥玉课题组得到了对

《物理评论快报》发表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王祥玉教授课题组

关于利用宇宙中微子检验相对论基本原理的研究成果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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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微子的洛伦兹不变性破缺理论的最强限制。这个限制比利用超新星

1987A 的中微子得到的限制提高了数个量级，在更高精度上证明了洛伦兹

不变性原理的正确性。同时，广义相对论的等效原理认为，光子或中微子

在引力场中传播的时间延迟应一样，即同时发出的中微子与光子经过引力

场后应同时到达地球，而不依赖于粒子的属性。该课题组利用高能中微子

与光子经过邻近星系团或超星系团的引力场后的最大飞行时间差检验了等

效原理，得到的检验精度比超新星1987A中微子的情形提高了两个量级。

PRL审稿人给予高度评价：“The research topic is definitely of great 

interest at the moment, and the results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will 

have a great impact in the astrophysics community.”。 

    该项研究工作得到了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和南京大学登峰人才计划B层次的资助。 

图：遥远宇宙的耀变体产生的高能中微子和光子经过长距离的传播后到达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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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院、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微结构科学与技术

协同创新中心的李绍春教授与陈延彬副教授合作，在表征二维拓扑绝缘体

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相关研究成果以《Experimental Observation of 

Topological Edge States at the Surface Step Edge of the Topological 

Insulator ZrTe5》为题，于2016年04月28日在线发表在Physical Review 

Letters [PRL 116, 176803 (2016)]。南京大学物理学院博士生李向兵，已

毕业硕士生黄文凯，和工学院博士生吕洋洋为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李绍

春教授和陈延彬副教授为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南京大学陈延峰教授和邢

定钰院士指导了本文工作。其它单位的参与者包括清华大学的薛其坤院士

和上海交通大学的贾金锋教授。 

       二维拓扑绝缘体由于具有量子自旋霍尔效应而最近备受学术界的关

注。二维拓扑绝缘体的特点是，具有带隙的体能带结构和拓扑保护的一维

边界态。在实验上寻找结构稳定的大能隙二维拓扑绝缘体是当前凝聚态物

理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致力于提高量子自旋霍尔效应的工作温度。近年

来，很多研究工作都聚焦于ZrTe5, 该材料很有可能是一种良好的二维拓扑

绝缘体。然而ZrTe5的三维体相的拓扑性质却存在极大的争议。理论计算

表明体相ZrTe5是弱拓扑绝缘体或者强拓扑绝缘体，而大量的实验结果显

示ZrTe5的体相具有半金属行为。在本工作中，我们首次利用高分辨的扫

描隧道显微技术在实空间的原子尺度上精确表征了ZrTe5的体态和边界

态，并发现在表面台阶处具有一维的拓扑边界态，而体能带具有100 meV

左右的带隙，从而证实了ZrTe5是一种新的大带隙二维拓扑绝缘体。另

外，我们还在实验上首次观察到了一维拓扑边界态在磁场下的响应。在外

磁场作用下，能量简并的一维边界态发生了能量劈裂。这种边界态在能量

上的劈裂与其体能带在磁场下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并且与理论模型相吻

合。 

       ZrTe5材料具有高质量的单晶性和理想的一维表面台阶结构，为进一

《物理评论快报》发表我校李绍春教授课题组、陈延彬副教授

课题组关于二维拓扑绝缘体的最新研究成果 

※物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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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研究基于二维拓扑绝缘体界面的奇异物理现象提供了良好的材料平台，比如

探寻Majorana费米子或者反常量子霍尔效应等等。图一显示了ZrTe5表面的台

阶结构和原子分辨的形貌；图二显示了实验上测量得到的台阶处一维边界态和

体带隙。 

       本工作的完成得益于南京大学在三个方面的完美合作，包括高质量单晶样

品的制备（陈延彬、陈延峰），高分辨的低温扫描隧道显微术表征（李绍春）

和理论模型的支持（盛利、邢定钰）。 

       工作得到国家科技部、自然科学基金委、青年千人计划、以及中央高校基

本科研业务费等项目的支持。 

图一：(a) ZrTe5的晶体结构；(b) 4K下

获得的ZrTe5表面的台阶形貌，面积为

25x25 nm2；(c) ZrTe5表面的原子分辨

形貌，面积为8x8 nm2；(d) 在ZrTe5表

面获得的局域态密度信息显示100meV的

能隙。 

图二：(a) 在ZrTe5表面台阶处测量的微

分电导（局域态密度）；(b) 图(a)的快

速傅立叶变换结果；(c) 边界态在不同能

量位置的穿透深度；(d) 体相（黑色）和

边界处（红色）的局域态密度比较；(e) 

边界态沿着表面台阶分布的一维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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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黎书华教授课题组与朱成建教授课题组

合作, 通过量子化学计算预测了一种新的硼-硼键活化模式, 并设计实验验证

了该模式。相关成果以“Homolytic Cleavage of B-B Bond by the Coop-

erative Catalysis of Two Lewis Bases: Computational Design and Ex-

perimental Verification”为题，发表于Angew. Chem. Int. Ed.上（DOI: 

10.1002/anie.201511917）。 

       联硼类化合物(R2B-BR2)是一类非常重要的试剂，可用于合成有机硼

化合物，后者是有机合成中一类非常重要的合成子。通过简便有效的方法

实现联硼类化合物的活化、转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该类试剂中B-B键本

身具有较高的键能，实现联硼类化合物的活化转化通常需要过渡金属或者

强碱的参与。 

       黎书华课题组通过量子化学计算发现，联硼类化合物的两个sp2杂化的

硼原子若同时被路易斯碱缔合，可形成一个(sp3)B-B(sp3)复合物，该复合

物的硼-硼键有可能发生均裂反应。经过模拟计算筛选，研究发现，利用4-

氰基吡啶为路易斯碱，通过协同活化的模式，可以在较温和条件下活化B-B

键，产生吡啶-硼基自由基。随后，通过电子顺磁共振光谱和自由基捕获实

验证明了这一过程。 

 

Fig. 1 Homolytic B-B bond cleavage with 4-cyanopyridine. 

化学化工学院黎书华教授、朱成建教授发现

硼-硼键活化的新模式 

※化学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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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题组进一步以4-氰基吡啶为催化剂，将这种新的活化模式成功地应用于偶氮类化合

物中N=N双键的还原，亚砜的还原脱氧以及醌的还原等反应。 

 

Fig. 2 4-Cyanopyridine-catalyzed reductive reactions with B2(pin)2. 

       该工作提出的“双路易斯碱协同均裂硼-硼键”的模式，以廉价易得的吡啶衍生物为催化

剂，为联硼类化合物的活化转化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这种活化模式也将为硼自由基化学

带来新的启示。 

       该项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科技部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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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化工学院鞠熀先教授研究组在质谱成像分析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相关成果

“MALDI-MS Patterning of Caspase Activitie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Assess-

ment of  Drug Resistance”于4月21日在线发表于Angew.  Chem. Int.  Ed.,  DOI: 

10.1002/anie.201601096。该成果由14级博士生胡骏杰为第一作者，鞠熀先教授为通讯

作者完成。 

       质谱技术具有高通量和免标记的优势，在酶活性分析中得到广泛关注。然而，由于生

物样品的成分复杂，组分丰度的分布差异大，其应用常被复杂的样品前处理所限制。为简

化繁琐的样品前处理和数据分析过程，鞠熀先教授研究组发展了质谱成像分析新技术，实

现了对多种酶活性的便捷可视化分析。该工作首先需攻克质谱成像分析尤其是通常

MALDI-MS检测存在的难题，大幅度提高质谱信号与信噪比，从而通过逐点扫描，获得

清晰的质谱图像。该课题组以磷脂分子修饰多肽底物，利用具有两亲特性的磷脂分子保证

其在疏水玻片表面的有序组装，构建模拟生物膜，从而增强MALDI芯片的表面生物相容

性，以使分析对象酶更易接近其底物，大幅度提高了质谱信号；同时这一设计增加了酶反

应产物的分子量，可以避免基质与生物样品中杂质的干扰，改善了检测信噪比与质谱分辨

能力。他们以含半胱氨酸的天冬氨酸蛋白水解酶家族（Caspase-1, -2, -3和-8）为模型，

将相应多肽底物分别与磷脂骨架的分子连接并组装嵌插于疏水玻片表面，制备出用于酶活

性检测的阵列芯片；在目标酶的作用下，底物被剪切产生质量位移，各酶的活性通过酶切

产物的质荷比进行颜色编码，实现了多种酶活性的可视化与高通量定量检测（图1）。这

一方法已成功用于细胞内水解酶家族的抑制剂筛选和化疗过程癌细胞中Caspases酶活性

演化的监测，为耐药性细胞鉴别及抗癌药物筛选提供了有力工具，并可方便地扩展应用于

其它酶系统，为探究更多过程中酶的作用机制提供了新途径。 

鞠熀先研究组提出酶活性高通量分析的有力工具 

----质谱成像分析 

※化学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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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鞠熀先教授研究组自2000年开始质谱研究，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建立了海洛

因及其代谢物的LC/MS分析方法及鼠药的GC/MS快速检测方法。2010年后，该研究组将

纳米技术、化学衍生及化学生物学与传统质谱分析方法结合，通过功能化碳纳米角、磁性

碳纳米管等纳米材料，提出低丰度生物小分子（Chem. Eur. J., 2013, 19, 102-108）与蛋

白（Nanoscale, 2014,  6,  3150-3156）的选择性富集手段，建立了无需另加基质的

MALDI-MS检测方法。特别是，针对阻碍MALDI-MS定量分析的瓶颈，该课题组利用分

子标记实现了MALDI定量（Anal. Chem., 2014, 86, 8275-8280; Anal. Chem., 2015, 87, 

4409-4414），并用于多肽和酶活性的定量检测，创造性地改变了传统认识，扩展了这一

技术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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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质谱芯片的制备及Caspase酶活性的可视化分析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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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PM2.5为主要特征污染物的大气复合污染问题是当前困扰我国的重大环境挑战。最近

我校气候与全球变化研究院、大气科学学院符淙斌院士团队丁爱军研究组在地球科学著名期

刊《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发表最新研究成果，揭示了大气中黑碳气溶胶的“穹顶

效应（Dome effect）”是加剧超大城市空气污染污染的重要因素。 

       2013年12月，我国东部地区爆发影响范围大且持续时间较长的重霾事件，引起公众和媒

体的广泛关注。针对此次重污染事件，研究组基于外场观测结合计算机模拟，深入研究并定

量揭示了黑碳气溶胶在污染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对污染气象条件的影响及其双向反馈机

制，发现黑碳可因其对可见光的强吸收作用冷却地表并加热1-2公里高度的大气，导致大气边

界层（混合层）的发展受到抑制，使得城市污染排放被限制在更低高度，从而显著加剧城市

污染。研究同时指出，该机制不仅出现在我国超大城市，对于国外一些黑碳排放相对较高城

市（例如新德里、墨西哥城、巴黎等）空气污染事件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  

       基于该项发现，研究团队特别指出在我国当前治理大气复合污染过程中，需要“抓住主要

矛盾”，针对像黑碳气溶胶这样具有“四两拨千斤”作用的污染物的排放实施更严格的控制；同

时也指出，由于黑碳气溶胶是当前影响全球变暖的

重要短寿命气候强迫因子，国内外超大城市有关减

排对策的实施将会同时对缓解全球变暖有重要贡

献。 

       该项研究成果于2016年3月发表于《地球物理

学研究快报》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16, doi: 10.1002/2016GL067745）。4月5日美

国著名科学新闻类杂志《Science News》地球科学

符淙斌院士团队最新成果揭示超大城市重霾污染中

黑碳气溶胶的“穹顶效应” 

※大气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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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灰霾期间黑碳加剧超大城市局地空气污染

的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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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作家Thomas Sumner在该杂志撰文对该项成果进行了重点报道，随后MSN、Oxford 

Virtual等媒体也予以报道和转载。  

       据悉，该项工作是在相关团队针对2012年6月南京“黄泥天”形成机制研究基础上的进一

步深入，也是南京大学-赫尔辛基大学大气与地球系统科学（教育部）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成

立后多方合作的一项重要成果。丁爱军与助理研究员黄昕为论文共同第一作者。该项研究工

作得到了国家优秀青年基金、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大

气复合污染的成因与应对机制的基础研究”重大研究计划重点项目和江苏省气候变化协同创新

中心的资助。 

文章链接：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2016GL067745/full 

美 国《Science  News》相 关 报 道 链 接 ： https://www.sciencenews.org/article/dome-

effect-leaves-chinese-megacities-under-thick-ha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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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观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胡征教授课题组在镍基金属-氧化物复合介观结构

的设计及高效电化学储能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题为“Mesostructured NiO/Ni 

Composites for High-Performance Electrochemical Energy Storage” 的论文

发表于能源科学领域《能源与环境科学》(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6, DOI:10.1039/c6ee00603e)，并被选为back cover论文。第一作者为赖红

伟博士生，通讯作者为吴强教授和胡征教授。 

       随着纳米材料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以纳米结构单元组装而成的介观结构材

料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这类新材料既具有纳米结构单元的“纳米效应”，其有序

组装还产生新的协同作用及集合效应，成为开发新型功能材料的重要源泉，是当

今前沿热点【参见：R. F. Service, The next big(ger) thing. Science 335(2012)

1167】。 

       近年来，胡征教授领衔的能源纳米材料物理化学课题组在以碳纳米笼单元构

筑的介观结构及其能源应用研究方面取得了系列重要进展【Adv. Mater. 24

(2012)347, 24(2012)5593, 27(2015)3541; Nano Energy 12(2015)657; ACS 

Catal. 5(2015)1857, 5(2015)6707; Nano Res. 8(2015)3535; Sci. China B 58

(2015)180】。最近，该课题组将研究体系从碳材料介观结构拓展至镍基金属-氧

化物复合介观结构。吴强教授等从促进电化学储能过程中电荷协同输运的角度出

发，设计合成了由嵌入金属Ni纳米颗粒的NiO纳米片组装而成的多孔三维介观结

构NiO/Ni复合物（图1），NiO/Ni的界面形成异质结合（图2）。这种独特结构

胡征教授课题组在镍基金属-氧化物复合介观结构的

设计及高效储能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 

※化学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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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左) Back cover图片；

(右) 基于NiO/Ni复合介观结构

材料和碳纳米笼构建的碱性水

基电池点亮LED灯的演示实

验。 



科技信息  |  2016年第4期  |  总第226期  

39  

克服了活性材料NiO导电性差的致命缺点，将电导率提高了4-5个数量级；其多级

孔道结构十分有利于电解液的扩散及离子输运，并利于缓释充放电过程中因体积变

化产生的应力，改进循环稳定性；纳米结构单元则缩短了离子的固态扩散距离。这

些特点协同促进了电化学反应的进行，使NiO的储能潜力得以充分发挥，接近理论

极限，基于NiO的比容量创纪录地达到了1204 C g-1（理论值：1292 C g-1），

远高于通常的文献报道（< 400 C g-1），基于电极总质量的比容量也高达522 C 

g-1（图2），并表现出优异的倍率性能及循环稳定性。与介观结构碳纳米笼配对

构建的碱性水基电池在13.6 kW kg-1的高功率下存储11.7 W h kg-1的电量，展

示出在高功率电池领域的应用前景。制备NiO/Ni复合介观结构材料的方法简便，

可大量制备。该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还可望在诸多电池材料储能潜力的开发和应用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 

       该项研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面上项目、科技部纳米重大研

究计划等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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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RESEARCHES 

图2. NiO/Ni复合介观结构

的形貌和电化学性能。(a) 

嵌入金属Ni纳米颗粒的

NiO纳米片；(b) 比容量

与Ni含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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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溢油与海底油气藏的烃渗漏在海面形成不同厚度的油膜，是海洋资源与环境研究关注

的重要问题之一。海面油膜的遥感探测能为海洋溢油事故的快速监测与评估、油气资源勘探等

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其遥感探测、分类与量化一直是海洋资源与环境遥感研究领域的重点、

难点与热点。 

       最近，我校国际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所的陆应诚和占文凤两位副教授，与国际著名海洋遥感

专家胡传民教授（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海洋学院）等研究人员开展合作研究，在海面油膜遥感

探测与量化等关键科学问题研究中取得了重要进展。针对美国中等分辨率成像光谱仪

（MODIS）影像，完善了近红外波段（中心波长为859纳米）海面油膜归一化耀斑反射率的计

算方法，消除了重大误差来源，可用于准确计算海面油膜表面粗糙度和折射率系数。基于油膜

的亮温控制与模拟实验，定量厘定了油膜厚度、表面亮温、观测时间、传感器参数（温度等效

噪声，NE∆T）等要素之间的多维度协同关系，推导并提升了MODIS、Landsat、ASTER等不

同星载热红外传感器探测海面油膜厚度的增益系数与效能。上述研究成果有效地促进了墨西哥

湾海域天然油膜（来源于海底油气烃渗漏）与深海油井溢油污染（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溢油事

故）的图像鉴别与分析，有助于该领域定量遥感研究水平的提升。 

       相关的核心成果近期分别发表于《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Oceans》（2016, 

doi:10.1002/2015JC011001）和遥感领域顶级期刊《Remote Sensing of Environment》

(2016, doi:10.1016/j.rse.2016.04.007)。相关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371014和

41301360）、美国海洋能源管理局与墨西哥湾研究计划、南京大学登峰计划等共同资助。 

附论文链接： 

（1）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wol1/doi/10.1002/2015JC011001/full 

（2）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034425716301559 

国际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所在海洋溢油与烃渗漏多源遥感

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国际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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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朱嘉教授课题组在宽带、高效金属吸收体及其光热转换方面取得

重要进展，相关研究成果以《Self-assembly of highly efficient, broadband plasmonic 

absorbers for solar steam generation》为题发表于Science子刊Science Advances 2, 

e1501227 (2016)。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副研究员周林与硕士生谭颖玲为论文的共同第一

作者，朱嘉教授是论文的唯一通讯作者，南京大学电子工程学院徐骏教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布法罗分校的甘巧强教授和威斯康辛大学的喻宗夫教授参与指导了本项研究。 

       高效的太阳能转换与利用被视为满足国家能源重大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 宽带而高效的

光吸收是高效率太阳能转换的先决条件；同时微纳结构和微纳光子学过去十年的迅速发展使得

人们对于制备基于微纳结构的金属吸收体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研究兴趣。然而之前的金属吸收

体，无论是吸收带宽、吸收效率还是制备工艺离大规模应用都有较远的距离。朱嘉教授课题组

创新性地将氧化铝多孔模板与金属纳米颗粒自组装技术结合起来，成功设计并制备了世界上最

黑的超宽带、高效金属吸收体——在400nm – 10 mm波段达到99%的光吸收效率，超过目前

有文献报道的所有的金属光吸收体材料，可以与之前广泛认为的最黑体-碳纳米管阵列媲美

（相较于亚微米级的碳纳米管，金属黑体的有效度不足100纳米），而其独特的自主装工艺使

得金属吸收体的大规模制备与应用成为可能，这对高效率太阳能光热、光电、光催化等诸多应

用产生重要的意义。 

       该项研究主要得到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青年“97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群体及

面上项目，中央高校经费，江苏省优势学科等项目的资助。 

Science Advances刊登现代工学院朱嘉教授课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周林  

      图1. 最黑金属吸收体的设计示意图图           2. 最黑金属吸收体与正常金属的照片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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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院邢峥教授课题组在新型蜱传布尼亚病毒（SFTS病毒）生态学和流行病学

研究获重要进展。南京大学医学院博士生李志锋和江苏疾控中心、浙江疾控中心的研

究者，通过对于野外多种蜱虫的采集、病毒核酸和病毒分离的研究，证实在自然界

SFTSV病毒可以在长角血蜱垂直传播，长角血蜱（Haemaphysalis longicornis）为

SFTS病毒的重要储存宿主；研究发现可以在某些野鸟体内检测到SFTS病毒抗体，提

示病毒可以感染野鸟、并通过野鸟携带的长焦血蜱长距离传播，从而可以解释本病和

SFTS病毒为什么在短短数年之内，可以快速传播，且类似的病毒近年陆续在日本和

韩国被发现。这项研究发表于四月份出版的国际传染病和热带医学著名期刊《PLoS 

Neglected Tropical Disease》，李志锋和江苏省疾控中心鲍昌俊所长为论文的共同

第一作者，合作者包括浙江省和江苏省、市六个疾控中心研究人员。南京大学医学院

博士生导师邢峥教授为论文的通讯作者。 

       SFTS病毒是我国重要的新发传染病病原，引起以高热和血小板减少为主要特征

的临床综合征。本病病情较为严重，一度病死率在15%左右，江苏省是重要疫区。

SFTS病毒经蜱传播，可以感染人和多种动物，但有关其病毒生态学、在自然界循环

和传播机制并不明了。SFTS病毒或病毒RNA可以从野外捕获的蜱体内分离或检测

到，但不能排除是否由于蜱是从其寄生的动物体内感染或污染上病毒和病毒核酸，因

而不能断定某个特定蜱种是SFTS病毒的储存宿主。 

医学院邢峥教授课题组在 

新型蜱传布尼亚病毒生态学研究获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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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锋和合作者先后采集了近万只各种蜱虫，包括七百多只从野地或叶片上捕

获的刚刚经卵孵化、从未有寄生过哺乳动物、吸过血的蜱幼虫（Larvae），结果发

现有0.4%（MIR）的长角血蜱幼虫SFTS病毒核酸阳性，从而证实在自然界本病毒可

以在长角血蜱经卵垂直传播，是SFTS病毒的储存宿主。这项研究也捕获和检查了六

百多只野生小型哺乳动物，如刺猬、鼬精等，并与从其体表捕获的各类蜱虫进行比较

研究，观察到SFTS病毒可以感染多种野外大、小鼠、姬鼠、刺鼠和刺猬等，并且比

较了吸血和非吸血季节病毒感染率，表明这些种类的小哺乳动物在野外可能作为放大

宿主，促进了病毒在野外多种种属宿主之间的循环和传播。 

       SFTS病毒在我国自2010年以来传播很快，从原来的华东数省短短两、三年内扩

散到远至辽宁、云南等十五个省市；近年来也在日本和韩国发现SFTS病毒和病人，

而且部分分离毒株和从我国如江苏等地分离的病毒株进化上高度同源。李志锋和疾控

中心的研究人员通过捕获的一百六十多只野鸟，发现SFTS病毒可以至少感染鸿雁和

斑鸠，而这些野鸟上也有蜱虫寄生， 病毒的感染率在吸血和非吸血季节有明显差

异。因此本研究提示，SFTS病毒可能经季节性迁徙的野鸟或其寄生的蜱虫，进行远

距离跨省或国际间传播。这一结果对于本病的生态学和流行病学研究，和对于这一重

要新现传染病的防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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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很重要的是要有一些

地方先行先试。首先要在点上取得突破，逐步推广

复制到面上。”李克强总理在3月30日的国务院常务

会议上说。 

当天会议决定新设一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部署

推进上海加快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围绕改革如何实

现点面结合，总理举例谈了3个问题，落脚点都是—

—创新。 

1 科技人员期权兑现问题——怎么更加充分调动创

新主体的积极性，步子要迈得再大一点，要有突破

我们正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要实现升级就必须转

变发展方式和管理模式，上海这个方案和新设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的方案，都要考虑怎么在体制机制

上创新。比如说在管理上，怎么更加充分调动创新

主体的积极性，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步子要迈得再

大一点，要有突破。 目前看，这些方面有些落实得

还不够。就在两年前，我们已经定了在中关村科技

园区注册的企业，其科技人员所获得的期权，如果

没有兑现的话不收税。但这次到了博鳌论坛上，就

有企业家反映这件事并未落实。这家企业应该算是

典型的高科技企业，而且就在中关村注册，却没有

享受到这个政策，你要给科研人员以股权激励，公

司财务一划拨，马上就来收税了。 对于类似问题，

上海这次要想办法突破！3个新设的国家自创区也要

想办法突破。 

2 部属院校和科研院所创新自主权问题——赋予部

属高校和科研院所更大自主权，鼓励与地方协同创

新有关部门要研究，部属重点院校、科研院所怎么

融入当地的创新改革试验。上海搞国家创新改革试

验，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如果连

部属的教育机构或科研院所都不能统筹，还怎么搞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改革？还是要放权！不然，

像搞科技成果转让这种改革，地方大学有很多余

地，部 属 的 教 育 机 构 科 研 院 所 这 边 反 而 捆 得 很

死。 既然上海可以搞这种改革，部属院校和科研院

所为什么不行？有关部门要进一步研究，也搞一搞

试验，赋予它们更大的自主权，鼓励与地方协同创

新。这方面我希望大家进一步解放思想。我们的机

制体制都没创新，科技怎么创新啊？大家要齐心协

力，敢于先行先试。 

3 科研经费管理机制问题——只有把科研人员的积

极性调动起来，才能真正形成创新的局面我们现在

有些规定要研究修改。大学的科研经费，人头费比

重如何确定为好。我们现在的规定是给项目经费可

以，给人头费限制的很严。我听说例如现在有些地

方开个学术交流会，想请外国专家喝个咖啡都限制

规定得很死。我们给科研带头人的自主权太小了，

这样管下去，高等院校的活力很难被激活。对于科

研创新人员，一定要研究给予更大的自主权。有关

部门要认真考虑，怎么给创新主体更多自主权？必

须让大脑智慧充分得以发挥，光靠几个购买的硬件

设备是不行的。 新一轮产业革命正在发生，一定要

下大决心有更大突破。搞科技，关键在人。只有把

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才能真正形成创

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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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会聚焦“创新” 

李克强着重谈了哪3个问题？ 

  ※中国政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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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数技术成果并不都像农作物品种或者APP软

件那样交给用户就能使用，也不都像某些日用品的新设

计、新配方，经过较短期的中试和调整就能投入生产。

特别是涉及能源、环境、健康、先进制造等方面的技术

成果，从技术发明到应用开发、中试放大、批量生产，

达到各类检验标准、满足用户体验，需要长时间反复的

研发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学术内涵在早期已被揭示

和公布，科研人员难以再得到持续的研发资金投入，失

去了兴趣；另一方面，尚未形成可赚钱的产品，企业得

不到盈利却要承担创新风险，因此，除极少数超大型企

业外一般很少涉足。这个高校、院所和生产企业两头不

愿沾的中间地带，被形象地称为技术转化的“达尔文死

海”。 

  在国家层面，中央财政科技计划通过顶层设计和举

国体制只能促成少数关键、核心、共性技术从研发到生

产的全链条贯通，国立创新研究院模式也在少数领域推

动了技术成果的有效转化。对大多数技术成果的转化来

说，要想穿越“达尔文死海”，需要筹措比早期研发更多

的资金——这并非是给科技人员更多股权收益激励，或

者给创业者优惠的孵化空间，就能起到作用的。 

  我认为，要想破解“达尔文死海”难题，应注意以下

几个问题。 

  首先要扶植连接高校院所和生产企业的技术开发型

企业。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我国的成功个案来看，

以试验开发为主的企业可以接续高校、院所的技术成果

完成产业化之前的中间开发过程。这类企业的产生、发

展与高校、院所、生产企业有着天然联系，既有从事技

术改造和集成的研发力量，又熟悉市场需求、国家标准

和融资渠道，因而在技术和产业之间能起到贯通链接作

用。它们的研发活动比生产企业更接近技术前沿，更加

专业、活跃，却较少有束缚和包袱。我国有一些归国、

离岗或兼职科研人员创办的科技研发和服务企业，但总

体来看，这一环节仍严重发育不足。应该大力扶植这一

类企业作为各行业领域的技术开发和定制服务中心，通

过市场机制为生产企业服务。而各级财政科技投入应减

少对生产企业研发活动的直接支持，鼓励其在提高自身

研发能力的同时，向技术开发型企业购买成果和服务。 

  其次，要培育阶段性技术的交易市场。从技术原型

到成熟产业化，要经历不断优化改造的演变过程，这其

中会出现阶段性技术。如果阶段性技术不能获得资金回

报，将导致技术开发型企业难以为继。阶段性技术的交

易既让早期研发和风险投资获得回报，又给其他企业获

得接续研发、分享回报的机会，直至生产企业接手实现

产业化。培育阶段性技术交易市场，需要进一步强化知

识产权的法律保障，完善交易平台和辅助条件（如价值

评估等），在企业委托、政府投入之外进一步拓宽融资

渠道（如股市），使更多人有机会参与高风险高回报的

技术转化投资。 

  再次，要强化地方科技投入推动技术进步的实效。

在中央财政科技投入主要流向高校和科研院所支持基础

科学和关键、共性技术研究的背景下，地方科技投入应

向技术开发型企业倾斜。 

  最后，要转变科技创新政绩评价方式。一些地方在

技术研发中，热衷于“造园引凤”，追求形式高大上、项

目短平快。因此，要转变科技创新政绩评价方式，更加

注重科技投入对技术进步的实际作用，着眼于长远，耐

心支持技术转化的中间开发过程。我相信，技术开发型

企业的兴起将把各级财政、企业和民间资本拧成一股科

技创新的合力。 

破解技术成果转化的“达尔文死海” 

  ※光明日报  徐旭东，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     



Science & Technology office of Nanjing University            南京大学科学技术处 

46  

从“模仿式”进步到“颠覆性”创新 

※科学网  

作者：青岛国家海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李乃胜    

       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而且

特别提出“重视颠覆性技术创新”。由此可见，颠覆性

创新的特殊意义。 

       我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旨在于实现从科技大国

向科技强国的宏伟跨越；而实现这一跨越的标志就是

由科技创新的“跟跑者”变成“领跑者”；而完成这一“华

丽转身”的突破口就是从“模仿式”进步到“颠覆性”创

新。 

一、颠覆性创新拉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序幕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大有“山雨欲

来”之势。即将到来的科技革命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

具颠覆性、最具综合性、最具划时代意义、最彻底地

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一次完整“革命”！其源盖因为，

这次革命的标志是“机器人”为代表的“智能化”，有可

能导致当今人类世界进入一个自然人与机器人“并行”

的新时代。这次革命不再局限于某一学科分支和某一

技术领域，而是产业革命、工业革命、科学革命、技

术革命“四位一体”的综合性革命！ 

1. 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浪潮 

       就人类文明进程中来说，经过漫长的“农业革命”

和“工业革命”的崎岖攀登，今天，走到了一个新的拐

点，就是“智业革命”的起跑线！ 

       近日来，一场“人机大战”引起全世界高度关注，

并引发全社会空前的“热议”。前世界围棋第一人、韩

国九段名将李世石，以1:4的总比分败给了谷歌的人工

智能程序“阿尔法狗”。一时间，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

在世界范围内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人工智能将给

人类带来灭顶之灾”、“计算机将全面超越人类”，甚至

出现“机器人将全面战胜人类”的呼声！ 

       “人机大战”由来已久，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

后一次。1997年5月，IBM的机器人“深蓝”战胜了当

时的国际棋王卡斯帕罗夫；2002年10月，德国的机

器人“深奥的弗里茨”又与新棋王克拉姆尼克4：4战

平；2004年4月，中国的“紫光之星”以2：0战胜了美

女棋后诸宸。为什么前几次在全社会没有产生多大的

“涟漪”，而这一次在世界范围内如此轰动？盖因为机

器人代表了最新的颠覆性技术，成为新一轮产业革命

的“风向标”！也标志着在“智业革命”到来之前必然产

生的思想波动！ 

2.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端 

       就工业发展来说，经过“机械化、电气化、自动

化”等三次工业革命之后，今天，我们迎来了“互联网”

为经络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这就是“智能化”。就世界

范围来说，“互联网+”的时代已经到来！大数据使“数

字地球”、“数字社会”、“数字生存”成为现实。人与

人、物与物、车与车、船与船，几乎被一网打尽！3D

打印、智能材料、智能穿戴、无人驾驶汽车、无人驾

驶军舰、无人驾驶飞机，等等，使工业生产更加绿

色、更加高效，智能化机器人团队一跃成为工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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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劳动力”。 

3. 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门槛 

       就科技发展来说，全世界经历了五次革命，今天

站在了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门槛上。前五次之所以能称

其为“革命”，都是因为它颠覆了原来的思想观念、否定

了原来的学术观点，创立了新的理论学说。 

（1）亚平宁半岛爆发第一次科技革命 

       “十字军东征”历时二百年，无果而终，但大大削弱

了宗教的思想统治。但丁的《神曲》吹响了思想启蒙

的进军号，使得“文艺复兴”迅速蔓延到整个欧洲。哥白

尼1543年出版的《天体运行论》，一夜之间打破了“一

千 年 的 科 学 黑 暗”。“日 心 说”颠 覆 了 托 勒 密 的“至 大

论”，推翻了长期以来居于宗教统治地位的“地心说”，

带来了天文观念的根本变革。文艺复兴在全欧洲迅速

演变为“文艺搭台、科学唱戏”。新的天文发现随之而

来，譬如：布鲁诺提出了“新宇宙观”；达芬奇发现月球

不发光；伽里略发现了太阳黑子。特别是伽利略发明

了天文望远镜，使整个意大利沸腾了，人们欢呼“哥伦

布发现新大陆，伽利略发现新宇宙”。因此，从学科发

展来说，第一次科技革命主体上是一次“天文学革命”。 

（2）英伦三岛成为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发源地 

       培根的思想启蒙著作、莎士比亚鞭笞现实的作

品，催生了新思想的诞生。1688年的“光荣革命”，创

造性地建立了君主立宪的社会制度，使小小的英伦三

岛迅速变成了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国”。牛顿作为第二

次科技革命的旗手，集科学之大成，在数学、天文

学、物理学、光学等领域都有杰出的建树。他发现了

万有引力，提出了力学三大定律。特别是1667年发表

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使全欧洲惊呼：“上帝创

造了世界，但牛顿发现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方法”。1765

年瓦特发明了真正带来产业进步的蒸汽机；1776年亚

当•斯密发表了《国富论》，揭示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原

理。可以说牛顿为工业时代创造了一把科学的钥匙，

瓦特拿着它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大门，亚当•斯密挥动着

一只“无形的手”为工业革命缔造了一个新的经济秩序。

因此，以牛顿为代表、以“蒸汽机”为标志、以近代物理

学的创立为核心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实质上是一次“物理

学革命”。 

（3）法国大革命点燃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导火索 

       从大文豪伏尔泰的思想启蒙，到卢梭的《社会契

约论》，带来了空前的思想大解放，终于导致了1789

年7月14日攻打巴士底狱，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

在号称“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迅速出现了一批

世界级的杰出科学家，比如，拉瓦锡作为近代化学之

父，建立了新化学理论；盖吕萨克提出了气体分配定

律；居维叶创立了“灾变理论”；拉普拉斯建立了偏微分

方程；还有拉格朗日公式、傅立叶级数、蒙日定理、

达朗贝尔方程等等。在数理化各个领域，以法国为中

心带来了革命性的进步。但总体上可以归结为一次以

近代化学理论的创立为特色的“化学革命”。 

（4）德意志统一大典催生了第四次科技革命 

       号称欧洲走廊的德意志不断重演着分裂与统一的

历史，终于在1871年完成了统一大典。国家的财政保

障和充分的学术自由,成就了德意志的科学家。导致了

一大批代表人物的出现，例如：现代物理学家普朗

克、数学大师高斯，还有黎曼几何、希伯特算子、薛

定谔方程、海森堡公式。这些名字足以证明当时的德

国应该是第四次科技革命的中心。特别是爱因斯坦提

出相对论，作为全新的颠覆性理论几乎让全世界不知

所云。从普朗克、薛定鄂、海森堡，到爱因斯坦，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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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科学巨人带来了以“量子理论”的创立为主体的

科技革命。因此，第四次堪称为“量子学革命”。 

（5）美利坚二战后一跃成为第五次科技革命的中

心 

       第五次科技革命诞生在二战后的美国，迄今仍

然主导着自然科学和高新技术的新潮流。美国当年

崛起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战争而无偿地接

受了一大批犹血统的著名科学家，如：费米、冯•

卡门、冯•诺依曼、奥本海默、爱因斯坦，等等。

从1946年的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到第一只晶体

管、第一个集成电路、第一个大规模集成电路，第

一台机器人，第一个互联网，都诞生在美国。以信

息技术为依托的数字社会，把全人类推向了信息革

命的新时代。因此，主体上第五次科技革命可归结

为“信息学革命”。 

       今天，我们站在了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门槛上。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面对世界经济曲折发展而又

艰难复苏的大背景，面对中华民族不可逆转的伟大

复兴，全世界都在问，新一轮革命谁领风骚？ 

二、颠覆性创新是跨越式发展的标志 

       “创新”一词源自熊彼特，但一百多年悄无声

息。真正引起社会关注是1997年。克隆羊“多莉”造

成的“克隆震撼”，“知识经济”带来的“思想风暴”促使

全世界不得不认真思考“创新”的意义和内涵。于是 

“创新”迅速变成了全社会的时代精神。 

       对我国来说，未来的五年是全面决胜小康的

“冲刺阶段”，是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起跳节点”，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渡口”。因此，在这十

分重要的“关键时期”，如何依靠科技创新来引领和

支撑中华民族实现“宏伟跨越”，意义特别重大。 

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是一个科技

大国。作为经济支撑，我们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

二位，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会迅速成为世界第

一。就科技发展来说，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努

力，我们取得了“超常规”发展的骄人业绩。 

一是科技人力资源在世界上排第一位。不管是科技

人力资源的现实投入和科技后备人力资源总量，无

论是按人头还是按全时当量计算，我们在世界上都

稳居第一位。2014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到

7512万人；R&D人员总量达到371万人；大学本科

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为3170万人，特别是

理工科的大学生数量，在全世界绝对第一。 

二是国家财政科技投入在世界上排第二位。我国

2015年全社会R&D投入高达14300亿元。据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2015年11月发布的《2015年科学报

告：面向2030》，美国科技投入占世界28%；中国

占20%；欧盟占19%；日本占10%。而且预见，中

国2019年会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第一。 

三是科技产出在世界上名列前茅。2014年SCI收录

中国论文总量26.35万篇，占世界14.9%，连续6年

在全世界排第二位；被引用数量排第四位；国际科

技论文占全球比重达到20.2%； 2015年国家知识

产权局受理发明专利申请110.2万件，连续5年居世

界第一位；2015年共授权发明专利35.9万件，发明

专利申请在全部专利申请中的比例达到39.4%。 

四是科研设施总体上是一流的。尽管我们的科研装

备国产化程度比较低，但大型科研设施是世界一流

的。譬如：位于贵州平塘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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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镜，是世界上口径最大的单天线射电望远镜；位于四

川西昌的深地核天体物理实验室，垂直岩石厚度2400

米，实验空间30万平米，是世界最深、国际最大的地下

实验室；位于广东东莞的散裂中子源将与美、英、日一

起构成世界四大脉冲式散裂中子源；位于山东青岛的国

家深海基地建成并投入使用，其中“蛟龙”号深潜器下潜

深度达到7062米，是目前下潜深度最大的载人深潜器。

此外，“雪龙号”、“科学号”、“大洋一号”、“向阳红”系列

等30多艘科学考察船是世界上航海能力最强、规模最大

的科考船队。 

五是中国的科技事业业绩非凡。我们用30多年的时间，

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300年的科技发展历程。屠呦呦获

得了2015年度诺贝尔医学奖。在一些高新技术领域我们

从“跟跑”变成了“并行”。譬如：计算机领域的“天河二号”

超级计算机在国际上蝉联“六联冠”；航天领域的长征系

列火箭、神舟系列飞船、天宫系列航天器；海洋探测领

域的“海龙”系列、“蛟龙”系列、“潜龙”系列、“海马”系列

深潜装备；航空领域的国产首架大飞机C919总装下线；

核能领域的“华龙一号”首堆示范工程开工建设。 

       由此可见，迄今为止。我们的确已是一个名副其实

的科技大国，但还远不是科技强国。首先是近几十年

来，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科学发现和重大技术发明

很少是我们完成的。引力波是美国人检测到的；石墨烯

是英国人发现的；3D打印、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

干细胞，等等，我们习惯于跟风模仿，一哄而上，但不

是原创者。其次是在众多高新技术产业领域，我们还不

掌握核心技术，甚至缺乏关键技术。譬如：现代船舶制

造产业。我国是世界第一造船大国，我们的造船产能足

已容纳全世界的造船订单，但是我们并不掌握船舶基本

设计、船舶电子、船舶动力等关键技术。我们主体上是

以“焊钢板”为主的船舶总装，结果带来的是大量的原材

料消耗、劳动力消耗和环境污染。三是装备短板。从国

防军工装备、科研调查探测装备，到产业工程装备，还

严重依赖进口。特别是特定环境领域、大型成套装备国

产化程度非常低。形成了从“工具”层面就受制于人的尴

尬局面，而且靠进口装备，往往是“一次购买，终生依

赖”。 

       因此，如何实现从科技大国到科技强国的宏伟跨

越；如何从“量”的积累转向“质”的飞跃；如何从“点”的突

破变成“面”的提升；如何从模仿跟跑到并行领跑？成为

全国科技界必须深入思考而又迫在眉睫的重大命题。归

根结底，一句话，突破口在颠覆性创新！ 

三、颠覆性创新的潮头已经暗流涌动 

       回顾世界科技革命的历史，往往是经过长期的科学

积累之后，一些离经叛道的学术思想，一批离奇古怪的

科学发现，一堆难以置信的技术发明在缓慢发展中突然

浮出水面，成为科技革命的“先头部队”。今天不断涌现

的一些超出想象、挑战常规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使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世界范围内，颠覆性创新的潮头已

经形成，随之而来的将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滚滚大潮。 

1.引力波 

       2015年9月4日，位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与华盛顿州

的两个探测器以7毫秒的时间差先后捕捉到了引力波。分

析证明，探测到的信号是由两个巨大黑洞合并而产生的

引力波。两个黑洞合并前的质量分别相当于36个和29个

太阳质量，合并后的总质量为62个太阳质量，3个太阳

质量的能量以引力波的形式在不到1秒的时间内释放，其

峰值能量比整个可见宇宙释放的能量要高出约50倍。 

于是引力波作为一种“时空涟漪”、“宇宙呢喃”，如同“一

石击破水中天”，迅速在全世界引起空前的反响。首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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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波动理论的颠覆性“认识”。人们要问：引力波

是一种什么波？它如何以声波的频率、光波的速度、

电磁波的穿透方式，穿过茫茫太空的各种时空介质，

历时13亿年顺利到达地球？其次是它开启了一个观

测宇宙的新窗口。几百年来，天文观测主要靠电磁光

谱的测量，射电、光学、红外、X射线等天文观测手

段均是在收集光，靠“看”来观测宇宙。而引力波的发

现则将从“听”这一完全不同的角度进行天文探测。所

以，它标志着一个天文学新时代的开端，意味着科学

家抓住了揭开宇宙奥秘的“钥匙”，必将引发新的天文

学革命。 

2.宇宙大爆炸 

       大约在150亿年前，宇宙所有的物质都高度密集

在一点，有着极高的温度，因而发生了巨大的爆炸。

大爆炸之后，物质开始向外迅速膨胀，就形成了今天

的宇宙。这一模型得到了当今科学观测的支持，最直

接的证据来自对遥远星系的研究和微波背景辐射。 

1929年，美国天文学家哈勃提出星系的红移量与星

系间的距离成正比，并推导出星系都在互相远离的宇

宙膨胀说。1964年，美国贝尔公司的彭齐亚斯和威

尔逊，在调试发射天线时，出乎意料地接收到一种干

扰噪声，而且不同方向上强度一致，历时数月而无变

化。这种噪声的波长对应于3.5K的黑体辐射电磁波，

故称之为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两人于1978年获得了

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宇宙大爆炸理论否定了宇宙能

量守恒、质量守恒定律。自然界本来“物质不灭”，而

大爆炸从“零”开始，完全是“无中生有”。上下四方谓

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浩淼时空，本无边无

缘、无始无终，现在突然有了起点，那“零”之前是什

么？由此引起的对暗物质、暗能量、反物质的探测将

彻底改变人类的宇宙观。 

3.大型哺乳动物克隆 

       在生命科学领域，从来没有人相信大型哺乳动物

能够通过无性繁殖来传宗接代，可“克隆羊”的诞生，

翻开了生命科学崭新的一页。1997年2月27《自然》

杂志公布了伍尔莫特等人的研究成果。经过247次失

败之后，他们克隆出一只基因结构与供体完全相同的

小羊。它的出现，在理论上证明了，分化了的动物细

胞核具有全能性；在实践上证明了，利用体细胞进行

动物克隆的技术是可行的。利用同样方法，人完全可

以被复制。 因此“多利”的诞生在世界各国科学界、管

理界乃至宗教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克隆技术的重要理

论和实用价值促使科学家加快了研究步伐，必将带来

生命科学领域的革命性变化。 

4.再生医学 

       诱导多能干细胞过程可以将人体内的普通细胞

“逆转”回到早期胚胎发育状态，从而重新获得分化成

为体内绝大多数细胞的能力。这就从发育学角度实现

了“返老还童”。它从理论到方法彻底颠覆了传统的遗

传学，并开始逐步应用于疾病治疗。 

       2010年，英国伦敦儿童医院成功使用一位10岁

儿童患者的干细胞重新培育出了气管。 

       2013年，英国伦敦大学帮助一名因皮肤癌割除

鼻子的56岁男子重新长出了一个鼻子。 

       2014年，日本理化研究所利用诱导多潜能干细

胞制成视网膜细胞，并成功地移植到一名患眼疾的妇

女眼中。 

       2014年，中国学者仅用4个小分子化合物组合对

体细胞进行处理就成功地逆转其“发育时钟”，实现细

胞在结构上的“返老还童”。 

       2015年，韩国研究人员利用取自两个男性身上

的皮肤细胞制造出了胚胎干细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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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中国科学家首次实现小鼠胚胎干细胞

体外分化并获得具有功能的精子细胞，并成功地用其

繁衍出老鼠后代。 

5.热液生物群落 

       我们对生物的认识，习惯于“万物生长靠太阳”，

但在水深4000多米的深海洋底，在高压、高热、高

黑、高毒的“四高”环境中居然有大量海洋生命群落存

在。海洋调查证明，在高温热液喷口周围，生存着茂

盛的热液生物群，主要有细菌、古菌、管状蠕虫、蛤

类、贻贝类；还有管水母类、腕足动物、肠鳃动物、

海蛇尾类及鱼类、虾类和蟹类等。往往是外貌似曾相

识，但细看迥然不同。于是一大堆超出人们想象的问

题产生了。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吃什么、靠什么

活着？他们怎么新陈代谢和传宗接代？ 

       由于海底热液环境与地球刚刚诞生时的环境非

常相似，所以海洋热液生物的研究将为生命起源提供

重要依据。海底热液生物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生命过

程的认识，科学家大胆推测海底热液系统可能是原始

生命的起源地。因此被认为是 20 世纪生物学和地球

科学领域的最重大发现之一。 

6.准晶体 

       自然界的物质有着固定的晶格结构规律，最大

的特点就是存在可重复的对称轴和对称面，由此产生

了晶体的各种特性。但“准晶体”的发现，打破了原子

结构必须具有“重复性”这一黄金法则。 

       1982年，以色列科学家发现了“准晶体”，其原

子结构不具备可重复性。随后，在实验室中制造出了

准晶体。2009年，意大利科学家在俄罗斯东部哈泰

尔卡湖发现了天然准晶体。矿物分析表明，“准晶体”

结构能天然形成，而且也能在自然环境下保持稳定。

准晶体的发现，是晶体矿物学研究中的一次“颠覆性”

突破。它的发现者也因此获得2011年诺贝尔化学

奖。 

7.量子通讯 

       1993年，美国科学家依据量子纠缠理论，提出

了量子通信的概念。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量子通信

已逐步从理论走向实验，并向实用化发展。 

量子通信利用量子纠缠效应进行信息传递，量子通信

最大的特点是安全性和高效性。安全性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量子加密的密钥是随机的，即使被截获，也

无法破解信息；二是分别在通信双方手中具有纠缠态

的2个粒子，其中一个粒子的量子态发生变化，另外

一方的量子态就会随之变化，得到的信息并非原有信

息。量子通信的高效性体现在1次传输相当于经典通

信方式的128次。因此，量子通讯从理论到技术将彻

底颠覆现行的信号传输方式和通讯模式。 

8.反常量子霍尔效应 

       1879 年，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霍尔发现，在均

匀磁场中放入载流半导体薄片，则在薄片横向两侧会

出现一定的电势差。这种现象称为霍尔效应。而“反

常霍尔效应”指不存在外磁场对电子的洛伦兹力的情

况下而产生的运动轨道偏转。因为是没有外场对电子

的轨道效应，所以与霍尔效应在物理本质有很大不

同。 

       2013年，清华大学薛其坤教授从实验中观测到

“反常霍尔效应”，美国《科学》杂志于2013年3月14

日在线发表了这一研究成果。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是一种全新的量子效应；它

的发现对理解拓扑绝缘体的性质、自旋与轨道相互作

用、时间反演对称性都有重要意义。量子反常霍尔效

应的实验观测结束了人们对于无磁场量子霍尔效应长

达25 年的追寻, 为拓扑绝缘体中其它量子现象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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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了基础, 也使得量子霍尔效应的无能耗边缘态在

电子传输方面的应用成为可能。因此，它开启了一扇

通往一个新的材料世界——“拓扑量子材料”的大门。 

9.石墨烯 

       2004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安德烈•盖姆和康

斯坦丁•诺沃肖洛夫，成功从石墨中分离出石墨烯，

两人也因此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石墨烯是由碳原子组成的只有一层原子厚度的二维晶

体；是当今宇宙中已发现的最薄的物质，具有高表面

积特性，每克石墨烯的表面积达2630平方米；也是

已知最高强度的物质，机械强度大约为1100 Gpa，

断裂强度比最好的钢材还要高200倍；同时它还具有

其他材料无法比拟的导热性和导电性，能够承载的电

流强度比现有的铜材料高6个数量级。此外，石墨烯

几乎是完全透明的，只吸收2.3%的光。它又非常致

密，即使是最小的气体原子也无法穿透。 

       作为目前发现的厚度最小、强度最大、导电导热

性能最强的一种新型纳米材料，石墨烯被称之为“新

材料之王”。科学家预言，它将“彻底改变21世纪”，

可能会掀起一场席卷全球的颠覆性技术革命。 

10.新概念武器 

       信息化战争、数字化战场使人类逐渐告别了“血

与火”的时代，告别了抛扔“钢铁”的过去，也告别了

单纯以“杀人”为目的决斗，而导致了完全颠覆性的

“新概念武器”的诞生。在工作原理、操作平台、控制

技术、作战能力等众多方面完全有别于传统武器，能

大幅度提高作战效能，彻底颠覆传统的作战模式。 

目前提出的新概念武器主要有高性能物理武器、网络

武器、基因武器、智能武器、气象武器等众多门类。

具体武器种类更多，譬如：激光武器、微波武器、电

磁脉冲、粒子束、电磁炮以及纳米武器、基因武器、

网络病毒，等等。这些新概念武器，彻底改写了人类

战争的历史，完全颠覆了人类战争的概念，同时也为

减少人类杀戮、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新贡献。 

四、颠覆性创新以思想解放为前提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风声鹤唳，大国之间的科

技竞争愈演愈烈。前几轮科技革命，我们坐失了发展

崛起的良机，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

时刻，理应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勇立潮头。今天的中

国，应该说，有能力、有实力、有资格在世界范围内

进入科技创新的第一梯队，争当科技革命的“领跑

者”。但由于历史局限和国情现状，“全面领跑”尚待

时日，但“点上突破”条件成熟。要实现“重点跨越”的

超常规发展，首当其冲的是促进科学技术的颠覆性创

新。而颠覆性创新的关键是思想新颖，基础是观念超

前，科技创新永无止境，思想解放永远在路上。 

1.离经叛道 

       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绝对真

理。任何规律都是有条件的，自然界没有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规律。太阳每天东升西落，似乎是不容置疑的

客观规律，但当你站在南极点上，你就会发现太阳一

直在“北边”转圈！今天是星期一，明天不一定是星期

二！如果你正在穿越国际日变线的航船上，你会发

现，明天可能是星期三，也可能还是星期一！当年牛

顿的三大力学定律轰动全球，可在量子领域就不灵

了，代之而来的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因此，实施颠

覆性创新首先需要“离经叛道”的科学思想，不膜拜权

威，不盲从规律，不迷信书本，惟实求真，敢吼天下

第一声！ 

2.逆向思维 

       自然界崇尚“均衡”，凡事有好必有坏！喜马拉雅

山最高，它底下的“轻物质”造成的“反山根”也最厚；

科 

技 

评 

论 POLICIES & REVIEWS
 



科技信息  |  2016年第4期  |  总第226期  

53  

马里亚纳最深，它底下的“重物质”造成的“地幔上拱”

也最突出。牡丹花好空入目，枣树花小结实成！科学

技术从来就是“双刃剑”，一方面它给千家万户带来实

惠；另一方面它又给人类带来巨大伤害。技术进步使

我们建起了高楼大厦，但遇到强烈地震，又是这些水

泥笼子埋葬了人类自己。因此，推进颠覆性创新不是

一味的跟潮跟风，顺着别人的路往前跑，而是冷静思

考，逆向思维。别人都说好，我考虑他坏的一面；别

人往前进，我琢磨往后退；别人都向东走，我向西另

辟蹊径。 

3.致力“证伪” 

       科学不是神话，科学家不是神仙，科学理论不

是圣经范本！将科学技术“神圣化”是愚昧无知的表

现。但往往是某一个“新概念”在国际上一出现，我们

就盲目地“证实”，甚至不断发展，不断完善，而很少

去质疑它的正确性。如果自己的研究结果与某个大师

的看法一致、某个实验数据与国际上某个模型符合，

就倍感自豪。 

       实际上科学的本质是不断“证伪”而不是“证实”！

当年爱迪生发明电灯失败了一千次，实际上是完成了

一千次“证伪”，因为他发现了一千种不能发光的材

料。真正的“证实”是做不到的，任何真理终将被“证

伪”、被否定！因此，敢于证伪、善于证伪是推进颠

覆性创新的捷径，因为证伪的过程本身就是燃放颠覆

性思想的火花。 

4.学科交融 

       古人推崇“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

笃行之”，把“博学”放在首位。我们讲究知识渊博，

“渊”就是“深”，也必然代表“窄”，就像海螺壳一样，

越来越窄，越来越深，最后达到了顶尖。而“博”更不

容易，科学方方面面，技术林林总总，人生苦短，所

学无几！但实施颠覆性创新必须注重学科交叉，如纯

粹单一学科，往往是“海螺壳”式发展，很难出现颠覆

性的新颖思想。 

       为什么很多颠覆性的学术思想是 “外行人”提出

来的，因为他们没有学科桎梏，没有学术框框。魏格

纳是德国气象学家，他观察世界地图后提出了“大陆

漂移”学说，最后发展成“板块构造”理论，导致了地

球科学史上一场划时代的革命。一个学术观点的产生

肯定依托本学科的知识积累，但如果在其它学科得到

共鸣，就会形成“规律性”的飞跃。反之，一个在本学

科“自圆其说”的理论，在其它学科可能会“一票否

决”。 

5.技术集成 

       颠覆性技术的产生往往是由于其它技术领域的

介入。单纯在本技术领域不断完善、不断发展，即使

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以求，也很难实现“跨越式”的发

展。而其它技术领域展现的是另类方法，另一种渠

道，另一种资源，往往会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譬

如，智能机器人作为典型的颠覆性技术，就是多种技

术集成的结果。单纯某一技术领域无法完成这类颠覆

性的技术创新。而以信息技术、材料技术、自动化技

术为基础，再与若干专业技术集成就出现了这一改变

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创新成果。 

       当前，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喷薄欲出，

我国全面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大力推进颠覆性创

新恰逢其时，抢占科技革命制高点当仁不让，蓬勃复

兴的中华民族有能力为人类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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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效率的思考    

 ※人民政协报  

作者：黄伟光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副院长    

       2016年英国《自然》全球自然指数排行榜显

示，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科研论文

产出国家。我国虽然在全球顶级期刊上发表论

文，年申请的专利数量都已经跻身世界前列，但

科技成果却迟迟难以变成反哺经济社会发展的“真

金白银”。多少年来，这一直是中国科技界和产业

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科技成果转化为何难？ 

  科技成果转化是科研活动的“最后一公里”，但

从科研立项到科技成果转化成新产品、新产业的

整个创新价值链来看，转移转化工作往往是周期

长，综合程度高，工作量大的一段科研活动。其

转化过程往往具有两方面特点： 

  一是投入大、周期长。从科技成果到市场需

要的产品之间必须做大量的研究工作，需要大量

的技术调整和验证。科研成果可以是通过观察、

思考、实验等方法取得的具有一定学术意义或实

用意义的结果，而结果能否批量、低成本复制，

并具备市场价值还有很长、很多方面的问题需要

研究。因此国外有研究者认为，科研活动完成仅

是创新价值链中的20%~30%，还有至少70%以上

的工作才能完成科技成果的转化过程； 

  二是难度高、成果少。转化工作是科研成果

和产品之间，加入市场需求的“元素”，重复科研成

果中的“过程”，不断细化、完善每个步骤，使“科

研过程”转化为生产制程。如果说科研成果追求的

是结果，科技成果转化追求的既是结果，更是融

入市场需求“元素”后，精准的生产过程。在这一过

程中需要实现科研成果的市场化、高效率、低成

本的复制再现。由于转化过程多为原有研究活动

的精确细化，所以难以符合科研成果评定中的“首

创”要求，不易出现“高档次”的科研成果。 

  正是因为上述两个特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常常要另一批人来完成，他们需要了解市场需

求、足够的投入和很强的科研能力，这种复合型

人才和机构的多少往往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地

区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效率。 

  谁来担任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主体？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虽然很难，但成功可能产

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提高转移转化效率可

选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由科研成果研发人直接

担当转移转化工作；二是建立专业的科技成果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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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转化研究机构；三是由企业完成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因为科技成果的多样性，各国基本是三种方式

并行。 

  对个人，我国新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法》自2015年10月1日起施行，推行科技成果产权

制度改革和股权激励等政策，重点支持了科技成果

发明人的转移转化工作。 

  对专业机构，2016年4月15日，国务院发布

《上海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加快建设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方案》中明确提出“建设上

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其中对中科院上海高

等研究院等一批高校科研机构明确提出：“打造科技

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平台，提升技术孵化能力，推进

技术成果快速转移转化”。 

  对企业，国家在“十二五”中期就提出“科技创新

的主体是企业”，突出了企业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

的主体地位，并不断提出各项政策，支持围绕技术

产业化目标，以企业为核心，高校、科研机构配合

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活动。 

  由此可见，我国正在着力打造一个多层次、各

有侧重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生态圈”，调动各方面积

极性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效率的路径 

  笔者所在的上海高等研究院团队自2008年开始

进行小型燃气轮机研发，到2015年进行工程示范，

项目成果转移转化成立公司，历经7年多时间，其中

从关键技术成果到工程应用倾注了大部分时间和精

力。根据工作实践，对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效率

有以下建议： 

  1.加大鼓励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支持力

度。科技成果转化中，从科技开发、成果转化、产

品的产业化经营中，每一阶段需要引入不同的专业

知识和技能。这一点从科研人员直接创业成功率很

低可见一斑。科技成果如果一直在高校、科研机构

内部，在成果发明人手中，转移转化的效率很难提

高。建议出台支持科技成果向企业、专业转移转化

机构转让的政策，使科技成果流转起来，到更适合

将其产业化的人手中。 

  2.加大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活动的支持。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往往周期长，结果难以预料。为激发

转移转化团队成员的积极性，需要配套多种激励措

施，建议政府对这类激励措施配套相应的财税优惠

政策。 

  3.鼓励建立科研成果转移转化为主要职能的科

研机构。国外通常通过“工业研究院”、“产业技术研

究院”等专业机构，高校建立“技术转化中心”来推动

成果转移转化。我国近年来也在探索建立专业转移

转化机构的模式，如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自2009年建院以来，孵化了一批高科技企业，由此

也建立了一批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机制和平

台。机制包括：科研成果定价机制、转移转化收益

分配机制、科研人员在事业和企业单位之间的双向

流动机制等。平台包括：创新研发平台、风险投资

与技术转移平台、创新人才培养平台，实现四大功

能，即应用性研发、产业化服务、成果转化、人才

培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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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皮层的语义图 

Nature 532 (2016年4月28日) 

人们认为，单词和语言的意思表达在一个语义系统中，该系统则分布在整个大脑皮层的大部分

地方。然而，我们对这一网络的详细功能组织和解剖组织却知之甚少。Alex Huth、Jack Gal-

lant及同事利用对在实验对象听自然语言叙述时获得的功能性MRI (fMRI)记录所做的基于

voxel的模拟来获取人脑中语义的功能表达图。他们发现，每个语义概念被表达在多个语义区

域，而每个语义区域则代表多个语义概念。然而，所获取的语义图在不同实验对象之间基本上

是一致的，从而为获得可被用于关于语言处理方式的未来研究工作的一个语义图集(semantic 

atlas)提供了基础。读者可在http://gallantlab.org/huth2016这个网址体验该图集的一个互动

版。本期封面所示为一个实验对象的皮层表面，上面覆盖有被预测会在相应皮层位置引起特别

强的反应的单词。单词颜色表示语义类别：例如，绿色单词大多是视觉和触觉概念，而红色单

词大多是社会概念。白色线条描绘出了人们以前就知道的兴趣区域。封面: Alex Huth 

Article doi: 10.1038/nature17637  

很多美国人为什么不支持应对气候变化？ 

Nature 532 (2016年4月21日) 

本期封面所示为2016年1月1日“康尼岛北极熊俱乐部”新年游泳的情形。一位参与者说：“那里

就跟夏天一样。” 未来气候变化预计将使世界上很多地方越来越不适宜人类居住。那么为什么

要获得公众对减缓气候变化的广泛支持却又是如此困难呢？Patrick Egan 和Megan Mullin 利

用对美国天气状况的人口加权分析显示，大多数美国人现在都体验到冬天更温暖了，而夏天实

质上并没有变得更不舒服，也没出现其他负面变化。Egan 和 Mullin提出，当前的天气模式使

得美国人没有动力去要求从政策上对气候变化做出反应。不过情况是可能会改变的。对未来美

国天气的预测表明，气候状况可能会恶化，所以公众的担心可能会增加。封面: Reuters/

Andrew Kelly 

Letter doi: 10.1038/nature17441 

一个可绕过时间不确定性问题的数据分析方法 

Nature 532 (2016年4月28日) 

当从冰芯来重建气候史或从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XFEL)实验重建超快动态时，不确定的时间标

记会将事件的次序搞混，使得恢复准确的动态信息有困难。本文作者介绍了基于非线性拉普拉

斯光谱分析的一个数据分析方法，该方法可绕过这一问题，能够在即便存在计时不确定性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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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从噪音数据提取动态信息。他们利用XFEL数据以300飞秒的计时不确定性演示了对几飞秒动

态的重建。原理上，这一方法可用于受时间不确定性困扰的所有测量工作，所以从地球科学到引

力物理也许都能找到应用。 

Letter doi: 10.1038/nature17627   News & Views doi: 10.1038/532450a 

抗抑郁药物结构/活性关系 

Nature 532 (2016年4月21日) 

血清素调控中枢神经系统活性以及整个身体中的很多其他过程。本文作者获得了与两种“选择性血

清素再吸收抑制剂” (SSRIs)形成复合物的人 “血清素转运体” (SERT) 的X-射线结构。这两种SSRIs

分别是(S)-citalopram 和 paroxetine——两种使用最普遍的抗抑郁处方药。他们获得的结构显

示，这些抗抑郁药物将该蛋白锁定在一个朝外开启的构形，直接阻止血清素进入其结合点。在 “胞

外前庭” (xtracellular vestibule)中看到一个以前不知道的变构点；配体与这个点的结合防止与中

心点分离。这为抗抑郁药在SERT中的作用确定了一个机制，并为未来药物设计指出了方向。 

Article doi: 10.1038/nature17629 News & Views doi: 10.1038/nature17883 

一种镁离子生物钟 

Nature 532 (2016年4月21日) 

生物钟长期被理解为涉及协调一种生物的生理和行为的周期性基因表达模式。最近，生物化学振

荡器也被发现具有周期性变化，这些变化也会影响生理。在这篇论文中，Gerben van Ooijen及

同事在细胞内镁离子浓度中发现了一个生物节律，该节律似乎存在于人类细胞中和单细胞藻类

中。鉴于镁离子作为ATP一种辅因子的重要性，这种离子波动也许按日循环周期来调控细胞能量

消耗。 

Letter doi: 10.1038/nature17407 

肿瘤细胞争取生存的方式 

Nature 532 (2016年4月14日) 

本期封面所示为肿瘤细胞是怎样争取生存的。对治疗有抵抗力的肿瘤与任何其他活的东西一样受

同样的自然选择规则约束。临床工作者在加紧努力将这一知识付诸应用(News Feature, page 

166)。以癌症为主要内容的本期Nature杂志，还介绍了迅速变化的癌症免疫治疗领域(News Fea-

ture, page 162)以及液体活检(用于癌症诊断和监测的一个很有希望的方法)背后所采用技术的最

新发展(Technology, page 269)。研究论文部分包括两篇论文和一篇相关的News & Views 文

章，它们报告了活跃启动子在癌症中的高突变率(pages 181, 259 & 264)。封面: Nic Spen-

cer / Nature 

Cover Story doi: 10.1038/JNature7598cvst-1 

News & Views doi: 10.1038/532181a 

Letter doi: 10.1038/nature17437 

Letter doi: 10.1038/nature17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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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Features doi: 10.1038/532162a 

News Features doi: 10.1038/532166a 

年龄对癌症病情发展的影响 

Nature 532 (2016年4月14日) 

癌症的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这使得Ashani Weeraratna 及同事去考虑衰老微环境在肿瘤发

展中所起作用。 在这项研究中，他们报告说，衰老的成纤维细胞释放 sFRP2 (secreted Frizzled-

related protein 2)，它是Wnt信号作用通道的一个调制因子，该因子驱动一个级联，导致转移增

加和定向治疗的效果降低。这些发现表明，研究针对特定年龄的癌症治疗方法是有可能的。 

Letter  doi: 10.1038/nature17392  

发现沙漏费米子的希望 

Nature 532 (2016年4月14日) 

一个晶体的空间对称性可以由空间原点的变换方式、即由晶格周期或由晶格周期的一部分来约

束。最近的研究工作表明，后一种非点式(non-symmorphic)晶体可能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们会

有有意思的non-trivial拓扑性质。Andrei Bernevig及同事对非点式材料的几何对称性何以可能会

产生新的一类受拓扑保护的电子性质进行了讨论。尤其是，他们发现，很有希望在 “带绝缘体” 

KHgX (在其中X为As、Sb或Bi)中观察到这些性质。 

Article doi: 10.1038/nature17410 

一个超级地球上的日夜 

Nature 532 (2016年4月14日) 

超级地球 “55 Cancri e” 是我们附近的一颗太阳系外行星，直径不到地球直径的两倍，但质量却大

约是地球质量的八倍。“55 Cancri e”是研究对我们太阳系来说属于未知的一类太阳系外行星之性

质的最佳天体之一：以前对超级地球的观测工作只产生了没有特征的光谱。在这项研究中，Brice-

Olivier Demory等人报告了“55 Cancri e”在穿越其主星时的一个纵向热亮度图 (longitudinal 

thermal brightness map)。该图显示了强烈的白天-夜间温度对比，表明它的热再分配效率低，

这说明该行星要么没有大气层，要么有一个从光学上来说很厚的大气层，热量再循环被限于其白

天一边。 

Letter doi: 10.1038/nature17169 

精神健康问题 

Nature 532 (2016年4月7日) 

精神健康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是造成残疾的主要原因，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近年来通过努

力，成功地提高了人们在政治上对这个问题的意识。在本期Nature杂志第25页上发表的一篇

Comment文章中，Pamela Collins 和Shekhar Saxena强调了将全世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付诸行

动的重要性。为此，他们就怎样满足各地脆弱群体的精神健康需求提出了六个实用的建议，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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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后勤支持、培训、临床干预和公共卫生措施。当前一个引人瞩目的增长领域是智能手机应

用。但正如本期Nature第20页上的一篇News Feature文章所指出的，手机应用技术的发展速度

远远快于支持它的医学发展速度。 封面图片: Oliver Munday 

Cover Story doi: 10.1038/JNature7597cvst-1 

News Features doi: 10.1038/532020a 

通过土壤管理缓解气候变化 

Nature 532 (2016年4月7日) 

土壤、尤其是农业土壤在缓解气候变化、抵消由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可能会有用。

管理实践的变化已被发现能增加碳封存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全球范围内这方面的潜力每年大约

有几个petagrams (1 petagram = 1015 g = 1012 kg)，相当于每年减少几百万公吨的 CO2排

放。不过，准确监测土壤管理方法的有效性仍然是困难的。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是以所需的规模进

行所需的实践。Keith Paustian等人对基于土壤缓解气候变化方面的很多挑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

今后在监测和实施方面的建议。 

Perspective doi: 10.1038/nature17174  

超导硫化氢结构 

Nature 532 (2016年4月7日) 

加压硫化氢系统中高温超导性的发现，让急于表征这一超导相的一线研究人员忙个不亦乐乎。Ion 

Errea 等人采用从头计算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得以能够确定质子量子波动在决定H3S 和 D3S的高

温超导相的晶体结构中所做贡献。质子的量子性质被发现能根本性地改变H3S 的超导相图。这一

过程类似于在压力下水中出现的“氢键对称化”过程。 

Letter doi: 10.1038/nature17175 

在一个人类真菌病原体中发现的一种毒素 

Nature 532 (2016年4月7日) 

这项研究在机会性人类真菌病原体 “白色念珠菌” (Candida albicans)中识别和表征了一种细胞溶

解性肽毒素。被称为Candidalysin的这种肽既充当渗透宿主细胞胞质膜的一个关键毒性因子，又

充当触发宿主危险响应通道的一个重要信号。 

Article doi: 10.1038/nature17625  

News & Views doi: 10.1038/nature17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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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本月要闻摘录 

 ※科学中国  

       白酶活化受体（PAR）是G蛋白偶联受体中

的一个家族，主要表达在脉管的细胞并已知其参

与在血管紧张度调节。这些受体透過產生且释放

有效的血管扩张剂一氧化氮（NO）來造成内皮依

赖性舒张，因此，这些受体在血管内皮细胞的功

能中扮演著重要的作用。血管内皮功能的破坏可

导致心血管疾病，如动脉粥样硬化和高血压的发

展。蛋白酶活化受体家族中有四个成员，PAR-1

至-4，然而不像传统的受体是通过配体偶联活

化，这些受体會被丝氨酸蛋白酶經由不可逆的切

割，暴露出新的氨基末端而再自體激活。 PAR-

1，-3和-4會直接被屬於丝氨酸蛋白酶的凝血酶活

化。凝血酶是负责血小板聚集，内皮细胞活化，

以及其他在脉管中的反應。 PAR-2是由胰蛋白酶

样酶激活，只有當透過PAR-1的反式激活才會對

凝血酶反應。 

       据了解，在蛋白酶活化受体家族的几个成员

能 通 过轉 译后 修饰 调 节内皮 型 一氧 化氮 合 酶

（eNOS）來影響一氧化氮的产生。蛋白酶活化

受体已被证明會在两个特定的氨基酸位置藉由磷

酸化調控这种酶。当一氧化氮合酶 在丝氨酸-

1177 / -1179 被磷酸化，一氧化氮合酶活性則會

增強而产生一氧化氮。相反的，当一氧化氮合酶

的苏氨酸在-495 / -497 位置被磷酸化，會造成一

氧化氮合酶活性被下调，从而导致在一氧化氮的

减少。Motley和他的同事先前利用牛主动脉内皮

细 胞（BAECs）和 人 脐 静 脉 内 皮 细 胞

（HUVECs）证实， PAR通過两个位点的磷酸化

的相互调节來調控一氧化氮合酶。另外，PAR经

由不同的G蛋白依赖性的信号转导途径而調控

eNOS两个位点的磷酸化。他们表明，凝血酶和

选择性PAR-1激活肽（AP）TFLLR，通过Rho / 

ROCK耦合到G12 / 13的訊息路徑，在苏氨酸495

位点磷酸化來負調控一氧化氮合酶。通过PAR-1

反式激活或使用特异PAR-2活化肽SLIGRL，會通

过Gq蛋白被耦合到钙离子， PKC-δ型敏感，但非

依賴PI3K / AKT的訊息路徑而造成一氧化氮合酶

丝氨酸1177的磷酸化。 

       在2016年3月发行的实验生物及医学期刊

中，Tillery等人在蛋白酶活化受体對於一氧化氮

合酶磷酸化调解方面提出了不同於傳統角色的證

據。在这项研究中，原代人冠状动脉内皮细胞

（HACECs）被用來作为模型系统證實蛋白酶活

化受体的信令潜力。凝血酶被观察到經由诱导

eNOS-SER-1177磷酸化而對一氧化氮合酶正调

节。 利用PAR-1和PAR-2特定激活肽配体會經由

双信号通路使得两者调节位点磷酸化。然而，只

有PAR-1活化导致一氧化氮代谢物的增加，这有

利于血管舒张，而选择性PAR-2的激活阻止一氧

化氮产生，这有利于血管收缩。另外，他们證實

PAR-3的功能，僅诱导一氧化氮合酶苏氨酸-495

磷酸化;而PAR-4未在这些细胞中表达。这些都是

新的发现，說明了PAR-eNOS/NO信号的訊息調

控在人冠状动脉内皮细胞相關缺血性心脏疾病中

关键性的血管改變。 Tillery反映，"理解蛋白酶活

化受体在人類血管中的信号傳遞能夠幫助在特定

分子位置進行標把，並治療内皮功能障碍，或降

低其他相关的心血管疾病的流行。"   

>>蛋白酶激活受体對於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調節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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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赖氨酸氧化酶對於心脏的保护作用 

       心脏衰竭是一种进行性病症，心室结构和功能

的改变限制了心脏对填充或排出血液的能力。每年

约有55万心脏衰竭新发病例而流行率達到近500万;

大多数患者在诊断五年内死亡。心脏衰竭的一个特

点是细胞外基质（ECM）的不利的变动。心脏的大

小，形状和功能部份是由细胞外基质的组合物來調

節。心脏细胞外基质的主要结构成分是胶原蛋白，

它是由成纤维细胞产生。赖氨酰氧化酶（LOX）也



科技信息  |  2016年第4期  |  总第226期  

61  

由成纤维细胞产生的，是胶原蛋白交联的酶。交

联使得胶原纤维能夠抗降解並促进胶原蛋白的沉

积。虽然交联對於正常胶原蛋白的形成是必要

的，赖氨酰氧化酶表現的增加与心脏纤维化相

关。此外，赖氨酰氧化酶在衰竭的人心脏表現中

升高而在心脏衰竭患者中降低赖氨酰氧化酶表达

能夠改善其功能，顯示赖氨酰氧化酶过量活化在

心脏衰竭的进展可能扮演一致病作用。 

       在实验生物及医学三月号报道，加德纳和他

的同事使用容量超负荷（VO）所引起的心脏衰竭

大鼠模型来评估抑制赖氨酰氧化酶在动物疾病模

型中的心脏保护作用。容量负荷过重手术是通过

创造一个腹主动脉腔静脉瘘引起的。在抑制赖氨

酰氧化酶前，大鼠进行8周慢性体积超负荷，這樣

的持续时间在之前已被證實能夠产生显著心脏肥

大，左心室扩张，和功能障碍，以及胶原细胞外

基质的改变。 經過8周VO后，再利用腹膜内递送

β-氨基丙腈6周，使其不可逆地结合的赖氨酰氧化

酶活性位点而抑制其活性和交联胶原蛋白的能

力。抑制赖氨酰氧化酶能夠部分緩減VO诱导造成

的左心室肥厚並能完全逆转VO引起的心肌间质胶

原蛋白增加，胶原蛋白I和III蛋白的表达。使用超

声波回声和心室压力容积导管检查發現， 抑制赖

氨酰氧化酶可部分恢复收缩和舒张功能，然而对

假手术控制組影响不大。綜合來說，我们的数据

表明抑制赖氨酰氧化酶對容量负荷引起的心脏壓

力有保护作用，它可能减缓甚至阻止其發展成心

脏衰竭。 

       J.D.加德纳说，"我們對於發現抑制赖氨酰氧

化酶在我们的模型中提供的强大的心脏保护作用

和功能的恢复是驚訝的，因为人们預期赖氨酰氧

化酶與成熟的胶原的减少，将在超负荷心脏中造

成進一步心室扩张。然而，我们发现，情况恰恰

相反。在心功能不全大鼠中降低赖氨酰氧化酶活

性能逆转心肌纤维化與恢复部分心脏功能。我们

的研究结果表明，过度活化的赖氨酰氧化酶在心

脏疾病中會促进心肌纤维化和心脏衰竭。如果我

们能够确定过度赖氨酰氧化酶如何损害心脏，標

靶这些机制可以對临床應用有益处。"  

       实验生物及医学期刊首席主编史蒂芬R. 古德

曼博士说，"加德纳等人所提供的有趣的和意想不

到的结果說明抑制赖氨酸氧化酶（LOX）逆转心

肌纤维化改善心脏功能。这表明，LOX在容量超

负荷引起的心功能不全可能扮演一個关键作用。" 

       研究人员发现了一颗白矮星，其大气以氧气

为主；研究人员曾经推测这类白矮星的存在，但

在此之前它还未被发现过。这一发现有潜力挑战

单颗恒星演变的学术理解，并能为理解过去10年

中发现的某些类型的超新星提供关键性线索。当

相对较小的恒星（那些质量不到我们太阳10倍的

恒星）接近其生命尾声时，会甩掉其外层并变成

非常致密的白矮星。发生在这种密度下的超重力

会使像氢或氦等较轻元素漂浮于恒星的表面，并

掩盖住下方较重的元素。在对来自斯隆数字巡天

（SDSS）数 据 进 行 梳 理 时，Souza  Oliveira 

Kepler 等 人 发 现 了 SDSS 

124043.01+671034.68，它是一颗白矮星，其外

层轻质元素被剥离，显示了一个近乎纯粹的氧气

层。几种不同的理论曾经预测白矮星的外层可被

剥夺，但SDSS J124043.01+671034.68的发现

第一次为这种现象提供了证据。发证这种情况的

一个可能性是其与附近双星中的一颗伴星的相互

作用使得 SDSS J124043.01+671034.68 裸露出

其氧包层。另一种可能性是来自该恒星中央的竞

相外冲的燃烧碳巨大脉冲消除了较轻的元素。由

Boris G?nsicke撰写的一篇《视角》文章对这一

研究成果的来龙去脉进行了阐述。 

Article #11: "A white dwarf with an oxygen 

atmosphere,"  

>>显示出不同寻常氧大气层的白矮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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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人员研发出了一个家用冰箱大小的药物

合成系统，它能在短时间内合成多种药物，其中

包括一种抗组织胺药物、一种抗抑郁症药物、一

种常见的局部麻醉药物、以及一种中枢神经系统

抑制剂。由Rainer Martin 撰写的一篇《视角》

文章更详细地讨论了这一发展，主要讨论了该系

统通过驾驭流程工艺所取得的科学效益。 

Article  #10:  "On-demand  continuous-flow 

production of pharmaceuticals in a compact, 

reconfigurable system," 

>>轻巧的药物合成系统可令药物生产革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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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癌症转移 

       这期有关癌症的特刊主要聚焦于肿瘤转移，

它刊登了2篇《综述》、2篇《视角》、1篇社论及

一篇特写，它们凸显了对了解癌细胞如何扩散及

防止这一扩散发生最佳方法的最新进展。肿瘤的

转移性疾病大体上仍然无法治愈，且它是癌症相

关性死亡的主要原因，但科学研究正在日益揭示

某些令人感兴趣的治疗目标。这一特刊还包括了

一篇报道，它对肿瘤如何对靶向药物治疗产生抵

抗提出了新的见解。  

       首先，一篇由Harold Varmus撰写的社论提

出，由美国政府最近采取的增加癌症研究经费的

步骤对治疗晚期癌症颇有价值。他还提出，更多

的资源应该投入到预防性治疗；他提出，政府要

指示"医疗照顾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允

许对癌症分子谱分析给予报销。他说，这"会极大

地增加用于分析的可得到的数据，加速对基因谱

的解读，提供一个用于真正共享临床信息的试验

台，并让CMS在未来能更快和更合理地决定覆盖

范围。" 

       由Jocelyn Kaiser撰写的一篇特写对新出现的

证据进行了讨论，这些证据是：肿瘤会分泌外显

子组（即装满了蛋白和RNAs的微型囊泡），它们

能通过将身体远处地区做好对癌细胞友善的准备

而帮助促进癌症扩散。虽然开始时颇具争议且还

没有被充分接受，但这一理论持续获得关注。  

       由Erinn Rankin 和 Amato Giaccia撰写的一

篇综述总结了围绕肿瘤转移和缺氧（剥夺氧气）

的研究。研究提示，癌细胞能利用低氧信号通路

HIF，后者常常与病人的死亡率增加相关。研究显

示，肿瘤会利用HIF信号传导来操纵周围的免疫细

胞，让它们变得对肿瘤有利。此外，研究显示，

癌细胞会利用HIF来创造一个转移前的对肿瘤细胞

友善的生境，后者会促使癌症扩散到某些地方，

尤其是骨头。HIF还能促使癌细胞在转移后的存

活；例如，肝脏是一个缺氧的环境，那里是癌症

常常转移的地方，因此作者们提出，早期转移会

选择那些能利用低氧信号传导通路的癌细胞。最

后，近来的研究确认一种蛋白质受体AXL是HIF依

赖性侵袭和转移的关键介质，它也是预防和治疗

肿瘤转移的一个潜在的治疗标靶。 

       由Samra Turajlic and Charles Swanton撰

写的第二篇综述就转移的来龙去脉对肿瘤如何演

化进行了观察。对原发性肿瘤和继发性肿瘤（肿

瘤演进）间的基因异同进行研究能对肿瘤转移的

途径、方向和时间做出阐释。作者们重点介绍了

众多跨越不同癌症类型的肿瘤演化研究，他们发

现，某原发性肿瘤的次级克隆可平行演化或垂直

演化。数据表明，肿瘤的次级克隆在转移时相互

间能同时竞争性及合作性地协作，有时甚至会重

新播种原发肿瘤。 

       由Kevin Cheung 和 Andrew Ewald 撰写的

一篇《视角》对近来的研究进行了讨论，它们提

示癌细胞簇可能会播种继发性肿瘤，这与它们是

由单个细胞播种的传统观点相左。同样地，最近

的分析肿瘤边缘的研究揭示癌细胞触须能伸入附

近组织，它们会表达不同的分子特性，尤其是细

胞角蛋白14（K14）。处于这一表达K14侵袭态的

细胞出现于所有的播散性传播阶段（如集体侵

袭、局部扩散、循环肿瘤细胞簇及微转移），但

它们在原发性肿瘤和确立的继发性肿瘤中是罕见

的。作者们提出，以这些簇状细胞独特性作为标

靶是治疗肿瘤转移的一个可能的方法。 

       同时，由Thomas Tüting 和 Karin de Visser 

撰写的一篇《视角》对中性粒细胞在肿瘤转移中

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观察。中性粒细胞是我们血

液中的免疫细胞，它们的目的是保护我们免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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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及促进伤口愈合，然而，令人感到困惑的是，

中性粒细胞常常会在癌症患者中积聚且与肿瘤转

移相关。研究甚至发现，中性粒细胞会在癌细胞

扩散至某处之前就在那些区域积聚，而这一积聚

是由原发性肿瘤发出的信号启动的。作者们讨论

了显示了某些成功的抑制中性粒细胞的策略，提

出将对这些不受控制免疫细胞进行干涉与抗癌疗

法联合使用的疗法可能是一种阻遏肿瘤转移的可

行方法。 

       最后，为了更好地理解癌细胞如何产生耐药

性，由Itay Tirosh等人所做的一项研究显示，黑

色素瘤细胞的基因表达即使是在同一肿瘤之内也

会有很大差异；他们确认了这些细胞中的一个会

对治疗产生抵抗力的亚细胞组。人们长期以来就

认识到，癌肿内含有多种细胞类型（异质性），

它们被认为对药物治疗抵抗性的发生起着某种作

用。为了得到更多的了解，研究人员对4645个

恶性肿瘤细胞、免疫细胞和间质细胞的单细胞

RNA谱进行了分析，这些细胞是从罹患转移性

黑色素瘤患者的19个肿瘤中分离出来的。与其

它肿瘤区域的恶性细胞相比，他们确认了在某个

区域恶性细胞中有较高表达的229个基因。连同

某个癌细胞的位置，其与抗癌治疗接触的水平会

影响基因表达。AXL是一个与抗癌疗法抵抗力相

关的标志物，研究人员发现，在治疗前，表达高

水平AXL的癌细胞会与表达相对较低水平的该标

记物的细胞相混，然而，在抗癌治疗之后对肿瘤

的活检揭示了一个总体的治疗后向AXL表达细胞

的转变。   

Article #7: "How neutrophils promote me-

tastasis,"  

Article #8: "A collective route to metastasis: 

Seeding by tumor cell clusters,"  

Article #9: "Metastasis as an evolutionary 

process," Article #10: "Hypoxic control of 

metastasis,"  

Article  #12:  "Dissecting  the  multicellular 

ecosystem of metastatic melanoma by sin-

gle-cell RNA-seq,"  

       一项新的研究提示，那些目的为预测人类诱

导的全球平均气温上升的模型低估了云的重要促

成作用，它们也许会令预测值在某些模拟中比可

能出现的气温要低了多达1.3摄氏度。试图预测

平均气温上升的全球气候模型需要知道大气中的

二氧化碳量会如何影响大气温度，这一关系被称

作"气候平衡敏感性"（ECS）。ECS的较大值意

味着由二氧化碳引起的暖化程度会更大。云和气

溶胶颗粒会强力影响辐射量，因而影响发生在大

气中的加温，然而，云和气溶胶颗粒目前是气候

预测中不确定性的主要原因。云如何影响地球的

能量平衡部分取决于其所含有的冰晶和超冷液滴

以及云层的总体覆盖。 

Article #19: "Observational constraints on 

mixed-phase clouds imply higher climate 

sensitivity," 

>>新型云检测预测了更温暖的气候 

国 

际 

热 

点 FOCUS 

>>预测一个人独特的脑连接性 

       一种新的模型能够基于在静息状态人脑的

MRSs来预测某个人的作业特异性的脑连接性。

本研究的作者说，这样一种工具如果适用范围超

越健康人群（该模型基于健康人群），它能被用

于研究无法完成作业者（如瘫痪病人或婴儿）的

功能性脑部区域。同时，本研究的结果显示，人

与人之间脑连接性的差异是固有的。某些证据提

示，一个人在无作业（静息）状态时的脑部活动

可反映整体水平的作业依赖性网络。为了观察这

一静息态是否能被用来预测个体间脑连接性差

异，Ido Tavor和同事应用了人类连接组项目

（HCP）数据库中的98个人的数据。这些数据捕

捉到了他们脑部在静息态的活动以及在从事不同

作业时的活动，这些作业是按照所有7个不同行

为区域——如决策（博弈）和语言翻译（阅读）

——进行分类的。 

Article #17: "Task-free MRI predicts individ-

ual differences in brain activity during task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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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新的研究提示，在存在炎症性肠病时，

肠道蠕虫会对肠道微生物菌群的组成产生有益影

响。这些发现对肠道蠕虫如何以一种对其宿主有

益的方式操纵肠道微生物菌群提出了重要的阐

释。Deepshika Ramanan和同事基于先前的研

究发现，Nod2缺陷的小鼠（该种小鼠被用作克

隆氏病模型）会在其肠道中发生异常，其中包括

肠道粘液层受损及肠道细胞形态改变。这些改变

能让普通拟杆菌得到更大的定植。该团队发现，

这些小鼠在慢性感染鼠鞭虫这种蠕虫时可令小鼠

小肠内粘液和细胞形态得以恢复。对炎症标记物

的进一步观察揭示，寄生性蠕虫可通过免疫信号

分子来帮助抑制普通拟杆菌；这些免疫信号分子

为白细胞介素（IL）-4和IL-13；这种情况通过敲

除一个相关的转录因子而得到证实。在有第二种

蠕虫时会发现类似甚或更深微的结果。在感染过

程中对肠道微生物群进行监测揭示，这些寄生虫

会以普通拟杆菌为代价帮助增加另外一族不同的

细菌——梭状芽胞杆菌的定植。蠕虫感染十分常

见 地 区 的 炎 性 肠 病 流 行 率 较 低。因 此，

Ramanan等人在马来西亚对土著人（这些人肠

道蠕虫感染率非常高）进行了研究，并对这些人

在驱虫治疗前后所采集的粪便样本进行了分析。

他们发现，在驱虫前后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发生

了显著变化，其中梭状芽胞杆菌目的减少最为显

著，而拟杆菌类在治疗后有了明显的扩展。这些

结果揭示了蠕虫与人之间共生关系的一个有趣且

有益的方面。 

Article #20： "Helminth Infection Promotes 

Colonization Resistance via Type 2 Immuni-

ty," 

>>对抗疟药的耐受性不会传给未来世代  

       项新的研究提示，对抗疟药物阿托伐醌产生

耐药性的疟原虫不会将此耐药性传给其后代。阿

托伐醌是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疟疾是一种

蚊媒寄生虫病，但这些寄生虫会产生对此药物的

耐受性；人们担心，这种耐药性会像其它抗疟药

那样扩散。细胞色素b（cytB）基因突变已知会

驱动耐药性的发生。因此，Christopher Good-

man等人对感染啮齿类动物的某种疟原虫的3个

阿托伐醌耐药株进行了研究，这些耐药株中的每

一株都在其线粒体的 cytB 基因内含有一种不同

的突变。他们发现，有2种基因突变会导致受精

卵的发育缺陷，而第3种基因突变会因为雌性生

殖细胞的严重受损而导致完全不育。有及没有这

些突变的疟原虫的杂交后代显示，这些突变不会

传给后代。  

Article #17: "Parasites resistant to the anti-

malarial  atovaquone  fail  to  transmit  by 

mosquitoes,"  

>>寄生性蠕虫是如何减轻炎症性肠病 

       项新的研究发现，大堡礁（GBR）内的珊瑚

已经发展出了一种耐热机制来适应海洋表面温度

的急剧上升，但在不久的将来，海洋表面温度的

少至0.5°C的增加可能会导致这一保护机制的丧

失。这些结果提示，珊瑚白化的发生会在未来几

十年中急剧增加。为了最佳的健康和成长，珊瑚

会与一种与居住在珊瑚结构内的被称作鞭毛藻类

样的藻类物种建立共生关系。珊瑚白化表明这一

互利共生关系丧失——在受到热应激时，珊瑚中

的鞭毛藻被逐出，而珊瑚则变得无色。为了更多

地了解白化的温度阈值，Tracy Ainsworth等人

对GBR长达27年的基于卫星的海面温度记录进行

了分析并确认了372个可引起白化的热应激事

件。他们为每个区域确立了作为基线的最大月平

均（MMM）温度，并将白化阈值定为比MMM

高2°C。作者们发现，当海面温度再次降低之前

（"保护性场景"）该温度上升至恰好低于该阈值

时，它会增加珊瑚对随后温度升至该阈值温度之

上时的热耐受，导致珊瑚白化和珊瑚细胞死亡减

少。Article #15:  "Climate change disables 

coral bleaching protection on the Great Barrier 

Reef," 

>>大堡礁热耐受性预计会严重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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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新的研究发现，大堡礁（GBR）内的珊瑚

已经发展出了一种耐热机制来适应海洋表面温度

的急剧上升，但在不久的将来，海洋表面温度的

少至0.5°C的增加可能会导致这一保护机制的丧

失。这些结果提示，珊瑚白化的发生会在未来几

十年中急剧增加。为了最佳的健康和成长，珊瑚

会与一种与居住在珊瑚结构内的被称作鞭毛藻类

样的藻类物种建立共生关系。珊瑚白化表明这一

互利共生关系丧失——在受到热应激时，珊瑚中

的鞭毛藻被逐出，而珊瑚则变得无色。为了更多

地了解白化的温度阈值，Tracy Ainsworth等人对

GBR长达27年的基于卫星的海面温度记录进行了

分析并确认了372个可引起白化的热应激事件。他

们 为 每 个 区 域确 立 了 作 为基 线 的 最 大 月平 均

（MMM）温度，并将白化阈值定为比MMM高

2° C。作者们发现，当海面温度再次降低之前

（"保护性场景"）该温度上升至恰好低于该阈值

时，它会增加珊瑚对随后温度升至该阈值温度之

上时的热耐受，导致珊瑚白化和珊瑚细胞死亡减

少。Article  #15:  "Climate  change  disables 

coral bleaching protection on the Great Barrier 

Reef," 

>>大堡礁热耐受性预计会严重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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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有关微生物组的特刊给出了3篇特写报

告、3篇综述及一篇《视角》，这些文章叙述了我

们肠道内的微生物影响我们健康的许多途径，以

及这样的关系转而会如何塑造这一复杂的群体。 

       首先，来自于2个迄今为止最大的群组的肠道

微生物数据就微生物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解读，

揭示了可影响微生物组成分的一般组成和因子。

为了获取这些见解，Gwen Falony等人对来自“比

利时佛兰芒人的肠道菌群项目”及“Dutch Life-

Lines-Deep”研究中的粪便样品、生理测量和调查

数据以及数个其它的全球性数据集（它们总体代

表了近4000人）进行了分析。他们的分析发现了

14种核心肠道微生物，它们可在超过95%的人中

被发现，它们总共有664种。在503个不同的参数

中，大便性状是与微生物组组成相关的最强变

量。同样地，研究人员能够在微生物属丰度和臀

围、尿酸浓度、阿莫西林摄入及甚或偏爱的巧克

力类型间得出相关性。在本研究中，作为微生物

组变异基础最显著的因子是药物使用，其中包括

抗菌素、渗透性泻药、炎性肠病用药、女性激

素、苯二氮类、抗抑郁药和抗组胺药。在本研究

中，某些被一般认为会影响成年人微生物组组成

的生命早期事件与微生物组组成变异间没有相关

性，这些事件包括出生模式（剖腹产或阴道产）

及婴儿营养（母乳喂养）。某些肠道微生物种类

与疾病相关；由Falony等人所做的分析对某些证

据（即某些微生物与疾病相关的）给予了证实或

没有给予折扣，这些疾病有溃疡性结肠炎和结肠

直肠癌等。在论及微生物组组成与身体质量指数

（BMI）间相关性的正在进行的辩论，他们的分

析揭示：效应虽小但却显著。总的来说，这些数

据对不同个体的微生物组变异提供了众多且重要

的见解。 

       在第二项研究中，Alexandra Zhernakova等

对1135名LifeLines-DEEP群组中的参与者数据进

行了分析，他们发现了某些微生物物种与某个人

的健康和饮食间的相关性；同样地，他们发现了

一种关键蛋白，它具有成为肠道健康生物标记的

潜力。尽管他们发现了若干反映微生物群并能作

为微生物群健康的生物标记的分泌蛋白，但嗜铬

粒蛋白A（CgA）显示了与微生物多样性和数个其

它因子间有着最强的相关性。他们的分析还披露

了许多饮食相关性；例如，某种西式饮食的特

征——如摄入较高的总能量、吃零食、喝高脂奶

以及进食较高含量的碳水化合物——与较少的微

生物群多元性相关。喝加糖苏打饮料会对微生物

多元性产生负面影响，而喝咖啡、茶和红酒则与

微生物群多元性增加相关。本研究的结果证实了

某些以往的研究，这些研究发现抗生素的使用会

造成某些微生物物种的减少。其它某些药物类

别——如二甲双胍、他汀类药物、泻药及特别是

质子泵抑制剂（PPIs）——也对肠道微生物组有

强力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心脏病发作也

可能改变微生物组：本研究中的那些罹患心肌梗

塞者的肠道挑剔真杆菌丰度显著降低。 

       由Simone Li等人撰写的第三项研究对粪便移

>>特刊：微生物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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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后发生的神秘的微生物动态进行了阐述，确认

了那些能在受者肠道中拓殖特别良好的微生物种

类，以及那些在移植后能持续相当长时间的微生

物种类。粪便移植是将健康捐者的粪便移植到另

一受者的肠道中，这种做法已经证明对一系列疾

病有好处，尤其是对治疗艰难梭菌感染有帮助。

然而，在粪便移植后的微生物菌群动态大体上是

未知的，且许多先前的研究涉及用抗生素进行过

治疗，而这会扰乱肠道微生物菌群。同样地，要

区分供者和受者的微生物株颇为困难。因此，Li

等人分析了10位没有接受过抗菌素治疗的受者在

粪便移植前后的粪便样本。为了检测特定的供者

与受者的微生物株，研究人员对每一株微生物的

独特基因变异株进行了观察。他们的数据表明，

供者特异性微生物株中有相当的部分在移植后长

达3个月中仍然存在。他们确认了3个微生物株在

受者肠道中的定植尤其良好。 

       在一篇综述文章中，Eric Pamer讨论了针对

微生物菌群的可能对抗耐药菌感染颇为重要的潜

在疗法。抗生素治疗可破坏微生物群，而且矛盾

的是，它会令某些对抗菌素有抵抗力的微生物旺

盛生长，因而增加了个体对感染的易感性。重新

建立“好的”微生物可帮助解决这一问题。Pamer

重点介绍了若干类型的已被发现的有益微生物，

但指出围绕这些细菌的商业开发和专利保护存在

着几个问题。 

       尽管人类微生物组主要受到饮食和药物的影

响，但由Julia Goodrich和同事撰写的一篇综述

重点介绍了几则研究，它们证明在肠道中的某些

类型的微生物至少部分受到人类基因的控制。例

如，有若干已知对健康重要的细菌和古细菌与宿

主的与免疫和饮食有关的基因相关。 

       在第三篇综述中，Thomas Gensollen和同

事对迄今为止的研究进行了总结，这些研究确认

了在婴儿期的微生物群影响哺乳动物免疫系统的

途径，这些微生物群有时一直到成年都有着持续

的影响。例如，无菌小鼠往往会在其肺部有较高

水平的不变的自然杀伤T（iNKT）细胞，这会增

加其对结肠炎的易感性；这种情况可通过在其生

命的头2周内（但2周之后无效）在无菌小鼠体内

定植某些微生物而得到治疗。这些在无菌小鼠中

的研究加上家族性研究证明了为什么微生物群及

宿主的免疫系统有着错综复杂的连系。 

最终，在一则《视角》文章中，Martin Blaser讨

论了抗菌素使用对健康微生物群所带来的后果。

幼童是那些对干扰微生物群最敏感的人，他们也

是最可能接受抗菌素治疗的人。他提出了在抗菌

素治疗后可能恢复健康微生物菌群的数种方式。

他说，在此期间，与其“用广谱抗菌素对病菌进行

地毯式轰炸以逼其就范”，我们需要发展对特定病

原体更具针对性的治疗，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必需

共生微生物物种的伤害，并保护健康微生物群的

群体结构和功能。 

       研究人员仅用9种化合物就将人类成纤维细胞

诱导成心肌细胞样细胞，他们证明，这些改造细

胞可被用来令心肌梗塞后小鼠的心脏得到部分愈

合。心肌细胞是心脏中的能帮助心脏搏动的肌肉

细胞，但这些细胞会在心肌梗塞后受到损伤。诱

导非心肌细胞产生心肌细胞样功能，并将它们植

入心脏或能开启心脏再生疗法的新途径——类似

于干细胞在再生医学中的作用。对非心肌细胞进

行基因调控是一种选择，但这种方法迄今仅产生

了最低百分比的具有明显心肌细胞样品质的细

胞。此外，用小分子进行调控会比基因调控多几

种好处；例如，这些化合物能被有效地输送到细

胞内，它们不会引发免疫反应，它们比基因调控

有更好的成本效益。最重要的是，这些化合物不

会因引进遗传物质而可能产生不希望有的突变或

触发无法控制的细胞生长。为了发现能诱发心肌

细胞样特性的化合物，Nan Cao等对一组有89个

已知会促使细胞重新编程的小分子进行筛检。将

不同的化合物混合体用于人类包皮成纤维细胞

（HFF）揭示了一个核心有15种的化合物，它们

具有诱导心肌细胞样的品质。进一步消除那些非

必需的化合物确认了7种化合物，它们能赋予细胞

“搏动”的特性。还发现了另外两种化合物，它们

能加速成纤维细胞基因的下调，并增加了搏动基

因簇的产生。 

>>9种化合物能诱导成纤维细胞出现心肌细胞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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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揭基因“编辑”运行机制：有望“消灭”癌症 

 ※中新网   

       “CRISPR-Cpf1”一词对全球大众十分陌生，但它却是最新被人类发现的最高效的DNA编辑

“神器”。简单来说，人类认知DNA的双螺旋结 构已经很久了，但如何改变和操控仍然待解；人

类疾病中的癌症、艾滋病或遗传疾病都可以在DNA中找到“答案”，而“CRISPR-Cpf1”就是破解

“答 案”的关键，可它的作用机制一直无法揭示。如今，“CRISPR-Cpf1”的运行机制被中国科学家

破译。 

       21日，哈尔滨工业大学正式对外发布，该校生命学院教授黄志伟及其团队首次揭示了

CRISPR-Cpf1识别crRNA的复合物结构。该成果研究论文《CRISPR-Cpf1结合crRNA的复合物

晶体结构》于21日凌晨在国际最顶尖学术刊物《自然》(《Nature》)在线发表。 

“CRISPR-Cpf1”——一种于2015年被美国发现能在人类细胞内进行“基因编辑”的工具，能够对基

因进行直接改造；就像文字编辑软件“修改文档”一样来“修正”基因，甚至能让人们更加高效地对

基因进行“关闭”、“恢复”和“切换”等精准“手术”，这预示着未来人类通过“基因技术”彻底“消灭”癌

症和艾滋病等疾病成为可能。 

       “CRISPR-Cpf1在2015年底被美国哈佛大学的科学家发现能够在人类细胞中剪切目的

DNA。”黄志伟教授告诉中新网记者，人类、动物、植物，甚至是细菌都有自己的免疫系统，但

是如何利用其“编辑”基因，将细菌进入人体进行“感染”的DNA部分“剪切”、“关闭”掉，将人类被

感染的、有缺陷的基因替换掉，“CRISPR-Cpf1”可以做到。 

       “在2012年，人类科学家发现了‘CRISPR-Cas9’系统，被用于细胞内目的DNA的剪切、激活

表达等，它作为科研、医疗等领域的工具，已被风暴般地应用于世界生物、医院实验室。”黄志

伟教授告诉记者，“CRISPR-Cpf1”是有别于“CRISPR-Cas9”的另一条基因“剪切”之路，更有利于

基因编辑后的修复。 

       “我把‘CRISPR-Cpf1’比喻成大自然造就的一枚精确制导导弹，可以打击‘疾病’或‘缺陷’基

因。”黄志伟说，此前没有人知道这枚‘弹道’如何运作和如何使用，而我的研究就是揭示Cpf1这颗

导弹的“构造图”——运行机制。 

       据黄志伟教授介绍，细菌跟人类、动植物一样也具备抵抗病毒的系统，称之为CRISPR系

统。他揭示了“CRISPR-Cpf1”识别“CRISPRRNA”以及Cpf1剪切“pre-crRNA”成熟的分子机制，

这对认识细菌如何通过CRISPR系统抵抗病毒入侵的分子机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黄志伟

还发现，Cpf1并不是此前人们推测的二聚体状态，它本身是一个呈三角形的单体，位于该结构

中间是一个带有正电荷的凹槽。这些研究为成功改造Cpf1系统，使之成为特异的、高效的全新

基因编辑系统提供了结构基础。 

       黄志伟向中新网记者透露，他将尝试运用“CRISPR-Cpf1”对细胞进行研究，例如用艾滋病病

毒进行试验。黄志伟向记者解释，如果这一新发现未来得以转化应用，人类就可以对癌症和艾滋

病等疾病的基因进行“删除”、“修改”等“编辑”，而“编辑”过的基因可以遗传到下一代，从而让人类

彻底“消灭”这些疾病。 

       此外，中新网记者追问，基因技术长此发展下去，像“美国队长”类似的漫画英雄能否成为现

实？黄志伟给出了“认可”的答案。“所以很多基因领域前沿国家正在制定相关法律，对基因技术的

发展进行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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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活细胞“编程语言” 

 ※来宝网   
       麻省理工学院的生物工程师们创造了一种编

程语言，使他们能够快速设计复杂的DNA编码通

路，从而给活细胞赋予新的功能。使用这种语

言，任何人都可以为他们想要的功能写出一段程

序，如检测和应对特定环境条件的程序。然后，

他们就可以生成能实现这些功能的DNA序列。 

       “这实际上是一种细菌的编程语言，”麻省理

工学院的生物工程教授Christopher Voigt说道。

“您可以使用基于文本的语言，就像你在进行计算

机编程。你得到程序文本后对它进行编译，之后

它变成DNA序列被你放入细胞内，接着这个通路

就在细胞内运行。” 

       Voigt和其在波士顿大学和标准与技术研究

所 的 同 事 们 使 用 这 种 发 表 于 4 月 1 日 的 科 学

（Science）杂志上的语言，构建的通路可检测

多达三个输入，并以不同的方式作出反应。对于

这种编程的未来应用包括设计在检测到肿瘤时能

产生抗癌药物的细菌，或创建一种酵母细胞，当

有太多的有毒副产物积聚时可以制止自己的发酵

过程。 

       研究人员计划在Web上提供用户设计界面。 

无需任何经验 

在过去的15年中，生物学家和工程师们设计了许

多遗传部件，如传感器，记忆开关和生物钟，它

们可以合并修改现有的细胞功能，并且可以添加

新的功能。 

       然而，设计每一个通路都是一个费力的过

程，需要极大的专业知识和通常情况下大量的试

验和错误。“你必需对这些碎片将如何进行工作，

以及它们怎样聚集在一起有非常深厚的认识，”

Voigt说。 

       然而这种新的编程语言并不需要用户具有基

因工程的专业知识。 

       “你可能对它们中的任何一部分如何工作一无

所知。这就是它的不同之处，” Voigt说。“你可

能是个高中生，基于Web输入你想要的程序，它

就会吐出DNA序列。” 

       该编程语言基于Verilog，其通常用于编程计

算机芯片。通过创建一个能为细胞工作的语言版

本，研究人员设计的编码元件例如逻辑门和传感

器，都可以在细菌细胞的DNA中进行编码。该传

感器可以检测不同的化合物，如氧或葡萄糖，以

及光，温度，酸度以及其它环境条件。用户也可

以 添 加 自 己 的 传 感 器。“这 非 常 便 于 定

制，” Voigt说。 

       最大的挑战，他说，是设计在通路中使用的

14个逻辑门，使它们不会在放置于活细胞的复杂

环境中时互相干扰。 

在编程语言的当前版本中，这些遗传元件用于大

肠杆菌优化，但研究人员正在致力于扩大为其它

细菌的菌株，包括在人体肠道中常见的杆菌，和

通常生活在植物的根中的假单胞菌属，以及酿酒

酵母。这将允许用户编写一个单一的程序，然后

在不同的生物体中编译，进而为每一个生物体获

取正确的DNA序列。 

生物学通路 

       使用这种语言，研究人员编程了60种具有不

同功能的通路，其中45个在他们首次测试时功能

正常。许多通路被设计用于测量一种或多种环境

条件，如氧气水平或葡萄糖浓度，并作出相应的

反应。另一个通路被设计为随机排列三个不同的

输入，然后根据每一个的优先级作出响应。 

其中一个新的通路是迄今为止建造的最大的生物

通路，含有7个逻辑门和含有约12000个碱基对的

DNA。 

       该技术的另一个优点是它的速度。到现在为

止，“这将需要几年的时间来构建这些类型的通

路。现在，您只需按下按钮，就会立即获得DNA

序列并进行测试，”Voigt说。 

       他的研究小组计划使用这一方法运行几个不

同的应用程序：可吞食乳糖帮助消化的细菌；可

以生活在植物根系和在感觉到攻击时产生杀虫剂

的细菌；和当在发酵反应器中产生太多的有毒副

产物时，可以被程序化地关闭的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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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家发现第三种磁性：或是量子计算又一突破 

 ※中国科技网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研究人员发

现了一种新物质，拥有第三种磁性状态。麻省

理工学院称之为“液态自旋量子”，他们表示这

种新物质将改变电脑的数据 存储方式。量子自

旋液体将有可能消除量子位周围物质中的污

点，而这些污点有可能在量子计算中突然改变

量子状态。英国《自然》杂志报道称，液态自

旋量子是一 种固态晶体，但它的磁态却呈液

态。与其他两种磁性不同，液态自旋量子的单

个粒子磁性取向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与真正液

体中的分子运动类似。 

       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教授Young Lee表

示，这种物质内部没有静态磁性取向。他说：

“但粒子之间存在强烈的相互作用，由于量子

效应，它们不会固定在某个地方。” 从理论上

讲，量子自旋液体将有助于数据存储、改善计

算能力，防止量子位的衰减等。 

       其实，早在40多年前，一支由多国科学家

组成的研究团队就已经从理论上提出了量子自

旋液体这一概念。但直到2012年，量子自旋

液体才首次被发现。Young Lee指出，这种怪

异的状态很难进行测量或者说很难证实它的存

在。这是迄今为止得出的最具有说服力的实验

数据，证明存在这种现象。物理学家在最新研

究论文中介绍说，量子自旋液体以其电子分裂

属性而出名，但研究人员此前从未在真实物质

中发现过这种分裂的发生。这种新的物质形态

会导致电子分裂成名为“马约拉纳费米子”碎片

粒子。近日，物理学家们已经能够在两维物质

（类似于石墨单原子层）中探测到这种粒子。 

所谓的铁磁性是指磁铁或者指南针的简单磁

性。而反铁磁性是指金属或者合金的离子磁场

相互抵消，它是现代电脑硬盘读头的基础。不

过，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它们只有温度冷却到

一个确定温度之后才能具有磁性。 

       普通的磁性物质工作原理是：在磁性物质

中，当温度降到足够低时，电子的行为方式就

像是旋转的条形磁铁一样根据磁极进行自我排

列。然而，在含有量子自旋液体的磁性物质

中，这些电子仍然会不断起伏波动，即使物质

已被冷却到绝对零度，条形磁铁无法整齐排

列，而是由于量子起伏而形成一种混沌汤状

态。为了探测这种起伏波动，物理学家对实验

物质中的电子进行了观测，他们发现在量子自

旋液体物质中形成的形态与此前理论中预测的

结果相一致。 

       1987年，著名理论学家菲利普·安德森首

次提出存在第三种磁态。“自此之后，物理学

家便希望制造出这种磁态。过去几年，我们才

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进展。据了解，液态自旋

量子本身是一种被称之为“herbertsmithite”的

矿 物 晶 体，以 矿 物 学 家 赫 伯 特 - 史 密 斯

(Herbert Smith)的名字命名。 

       从2011年开始，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

家一直对这种晶体的性质进行细致研究。绝大

多数物质都拥有不连续的量子态，量子态的改

变用整数表达，相比之下，液态自旋量子表现

出碎片式的量子态。研究人员发现这种被称之

为“自旋振子”的量子态能够形成一个连续体。 

重要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改

进数据存储或者通讯，可能的方式是利用一种

被称之为“远距离缠结”的怪异量子现象。远距

离缠结是指两个相隔很远的粒子能够同时影响

彼此的状态。此外，这一研究成果也有助于研

发高温超导体，让这一领域取得新进展。美国

哈佛大学物理学教授苏比尔·萨奇德夫表示：

“这是一个重大研究发现，为研究多主体系统

内的量子缠结打开了新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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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首次测定寨卡病毒结构：小头症的希望 

 ※一财网    

       美国研究人员近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

文章称，寨卡病毒研究取得重大突破——首次

测定了寨卡病毒结构，该研究成果将推动抗寨卡

病毒疗法和免疫疗法进程，并为治疗小头症和格

林巴利综合症带来希望。科学家还希望能够通过

这项科研成果找到更好的诊断病毒的测试方法，

从而查明病毒感染细胞的途径。 

       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等机构

研究人员称，他们在分辨率近似于原子的高精度

冷冻电子显微镜下对病毒结构进行观察研究，在

3.8埃的精度上测出了寨卡病毒的三维结构。测

定结果显示，寨卡病毒的结构在总体上与黄病毒

属的其他病毒很相似，如登革热、西尼罗河病毒

等。它们都有着被脂肪包围的RNA基因组，还

有一个20面体的被称为聚糖的膜内蛋白质壳。

这说明现在的研究应该已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这项研究的作者之一Richard Kuhn表示：“寨卡

病毒的结构图十分完整，对我们来说是一幅研究

该病毒再好不过的蓝图。它就像一张地图，显示

出病毒上哪些位置可以作为研究目标，用以开发

有效的疗法和疫苗。很多其他的科研小组正对它

进行深入的研究，最终会弄清楚寨卡病毒究竟是

怎样引起和传播，并通过改进诊断的方法将寨卡

病毒感染与其它病毒感染区分开。” 

       更关键的是，本次研究还发现了寨卡病毒

独有的一些特点。在其蛋白质外壳上一些糖基化

的位置，寨卡病毒呈现出独特的向外突出结构。

对这些位置的研究，有助探明为什么在大多数病

毒无法通过各种生理障碍抵达脑部组织的情况

下，寨卡病毒可穿过这些障碍并导致新生儿小头

症。 

       科学家曾指出寨卡病毒和新生儿小头症有

关，目前在美洲的33个国家和地区小头症患者

的病例被证明和蚊媒病毒有关。这种病症表现为

新生儿的头比一般婴儿的头要小，并且对神经系

统存在潜在的损伤。 

       目前为止，巴西被确诊为小头症的患者有

900例。寨卡病毒除了对婴儿造成伤害外，还会

导致成年人患神经疾病，也就是格林巴利综合

症。这种疾病会造成暂时性瘫痪甚至是机体的永

久性损伤。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大量科学数据表明

不管是小头症还是格林巴利综合症都和寨卡病毒

有关。 

重要的是，这表明这些病毒感染的人体细胞种类

是不同的。“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寨卡病毒更趋

向于感染神经系统细胞，尤其是容易感染胎儿?”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过敏与感染性疾病研究所

(NIAID)负责人Anthony Fauci表示，“虽然我们

不知道原因，但是这幅结构图至少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合理的解释。” 

       寨卡病的的结构蓝图一经发表，就引起业

内的高度关注。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研究员金侠对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病毒结构对于感

染细胞可能的受体以及病毒功能性的研究有极大

帮助，同时能为疫苗的研发和抗病毒的疗法提供

重要平台，这是一项重大的突破。”剑桥大学

Yorgo Modis教授也表示：“这幅结构图为寨卡

病毒的预防和治疗策略设计提供了强有力的支

撑”。 

       在各方大力推动及世卫组织的强烈呼吁

下，抗寨卡病毒药物预计今年年内就将研制出，

并率先在美国进入临床。尽管如此，金侠表示：

“药物能真正用于治疗病人至少要等上3至5年。”

此前，法国赛诺菲研发登革热疫苗耗时近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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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家用DNA分子造出全球最小二极管 

 ※科技日报  

       北京时间4月5日下午消息，佐治亚

大学和以色列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的研

究人员利用DNA分子制造出了新型二极

管。这被认为是全球尺寸最小的二极管。

研究人员表示，这将促进DNA元件的开

发，推动分子电子学的发展。二极管的功

能是实现电流的单向流动。40多年前，

科学家提出，可以将二极管和其他电子元

器件小型化，缩小至单个分子大小。这促

成了分子电子学的诞生，而分子电子学的

研究成果有望推动计算机技术突破传统硅器件的限制。 

       在这项研究中，科学家利用DNA分子去制造二极管。基因科学的突破使精确设计DNA成为

了可能，并使DNA成为了分子电子学研究中的最佳原材料。 

       DNA的双螺旋结构由被称作碱基对的分子构成。这一新型二极管的长度只有11个碱基对。

通常情况下，每个DNA碱基对的长度约为0.34纳米。 

       DNA本身并不能发挥二极管的功能。不过，当研究人员向DNA内部某个位置插入2个小的

Coralyne分子，并向其施加1.1伏电压时，可以发现通过该DNA二极管的电流在某一方向上要比

另一方向强15倍。 

       科学家表示，这一DNA二极管可以进一步优化，从而开发出可提供实际功能的分子器件。

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最近的《自然化学》期刊上。 

国 

际 

热 

点 FOCUS 



Science & Technology office of Nanjing University            南京大学科学技术处 

72  

最坚硬物质问世 系金刚石40倍 

 ※环球科技    

       据英国《每日邮报》4月13日报道，近日，

一份来自维也纳大学研究团队的成果表明，科学

家首次合成并量产线性卡宾碳，这种卡宾碳的坚

硬程度堪称是金刚石的40倍，可用于未来技术

设备。由托马斯•皮克勒尔(Thomas Pichler)带

领的维也纳大学研究队伍开发出了量产卡宾碳的

技术。 

       卡宾碳链极其不稳定，为了确认这种碳链

的存在，研究人员使用不同类型的光谱和x射线

散射进行试探。结果表明，卡宾碳链不仅能在上

述条件中存在，同时也能在电特性的条件下保持

稳定。于是，研究人员采用了由两层石墨烯组成

的双壁碳纳米管技术，不断对其加长，以前的碳

链最长不超过100个碳原子，而卡宾碳链的延伸

已经达到了6400个。但是，

研究所花的时间却是以前的

50倍。 

       1885年，阿道夫•冯•拜

尔(Adolf von Baeyer)首次

提出线状卡宾碳的概念，那

时他将这种线性乙炔碳描述

为可以无限延伸的碳链，也

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卡宾碳链，但并没有合适的

方法实现它的无限延伸。 

       现在，科学家不仅研究出了卡宾碳链，而

且其坚硬的性质还能用于未来的纳米电子技术和

光纤设备。这篇研究论文的第一作者雷士(Lei 

Shi)将卡宾碳链的研究认定为“前景无可限量的

一步”，是“以揭露线性碳的同素异形体真面纱为

最终目标的一大跨越”。这项研究为解决和控制

低维碳基材料的机械性能提供了有力的实践和理

论。在这之前，关于电子关联和量子动力学相变

的封闭几何图形的研究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但卡

宾碳的研究就为此提供了强有力的实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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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家揭示新粒子性质:四夸克有助解释物质形成 

 ※新浪科技  

       北京时间4月7日消息，利用美国费米实验

室的万亿电子伏特加速器Tevatron，物理学家

发现了一种新的粒子，并宣称这种粒子展现出

了非同寻常的特性。与普通粒子不同，这种奇

特 粒 子 (exotic  particle) 含 有 4 种 不 同“味”

(flavour)的夸克和反夸克，使其成为“四夸克

粒子”的候选者。物理学家称，这个粒子或许

将代表一种全新的粒子，与目前已知的亚原子

粒子并列。 

       科学家称，这种新粒子的内部结构还没有

完全研究清楚。夸克和反夸克有可能以一种紧

密束缚的方式包含在一起，也可能形成旋转的

夸克-反夸克对。 

       比起普通的粒子，一个奇特粒子包含有额

外的夸克-反夸克对。介子由一个夸克和一个

反夸克组成，而重子由3个夸克组成。四夸克

粒子(tetraquark)和五夸克粒子(pentaquark)

分别有4个和5个夸克组成。根据研究数据，被

称为“X(5568)”的新粒子含有4种不同味的夸克

和 反 夸 克，分 别 是 底 (bottom)、奇

(strange)、上(up)和下(down)。 

       费米实验室的DZero研究组公布了这种新

粒子的发现，并称这是研究新的奇特态衰变为

一个Bs介子和一个pi介子时发现的结果。这些

介子只能传播有限的距离，然后根据弱核力相

互作用发生衰变。该研究对Tevatron对撞机近

十年的数据(2002年至2011年)进行了分析。 

研究者通过衰变行为鉴别出介子，发现其转变

“成为中间态的J/psi和phi介子，随后又分别衰

变成一对电荷相反的渺子(muon)和一对电荷

相反的K介子”。尽管通常情况下Bs介子和Pi介

子通过弱相互作用衰变，但数据显示，新发现

的粒子状态中有一个较宽的质量峰，表明其通

过强相互作用衰变。 

       这不是物理学家第一次探测到奇特状态，

但此前观察到的四夸克候选粒子中含有相同味

的夸克和反夸克，这使人不大确定它们是否是

奇特粒子。 

科学家称，这种新粒子的内部结构还没有完全

研究清楚。夸克和反夸克有可能以一种紧密束

缚的方式包含在一起，也可能形成旋转的夸克

-反夸克对。理解这些粒子的构成和行为，将

帮助研究者进一步了解夸克和反夸克之间的作

用力，以及它们如何组成可观察的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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