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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举办南京大学 111 周年校庆理科专场学术报告会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陈晓清

5 月 17 日下午,南京大学 111 周年校庆理科专场学术报告

技术有希

会在鼓楼校区逸夫馆报告厅举行。该报告会由我校科学技

望实现太

术协会主办。南京大学副校长潘毅教授、南京大学科协主

阳能高效

席邢定钰院士、科学技术处李满春处长参与了报告会。报

利用，解

告会上，生命科学学院张辰宇教授、物理学院邹志刚教授

决目前全

和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王欣然教授为我校师生做了精彩的

球面临的

学术演讲。报告会由邢定钰院士主持。

环境污染

潘毅副校长致开幕词。潘校长首先代表学校党政、南大科
协对三位报告的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他指出我校在每年
的校庆期间都会举行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这些活动
促进了我校良好学术风气的形成。他希望这样的校庆前沿
科学报告会能够长期办下去，形成品牌。
张辰宇教授报告的题目是“细胞外微小核糖核酸：第七种
营养成分和中药中新的活性成分”。他在报告中详细介绍
了关于微小核糖核酸（microRNA）的知识。microRNA
广泛存在于动植物细胞内，并能够分泌到血液循环。血液
中丰富的 microRNA 不仅能在疾病的发生、发展以及诊
断前后显现出稳定的变化图谱，作为诊断标志物；还能通
过血液循环进入到周围细胞调控下游的信号通路，作为新
型的信号分子。同时食物中的外源性 microRNA 可以通
过消化系统进入体内发挥重要的生物功能，作为第七种营
养成分；中草药中的 microRNA 在抗病毒过程中也发挥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张教授还通过各种生动有趣的实例指
出 microRNA 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邹志刚教授作了题为“高效太阳能转换和利用——重新定
义世界和我们的生活”的报告。报告从物理、材料、化学
等多角度介绍了光催化技术的现状及最新研究进展，涉及
了光催化粉末制氢、光电化学制氢，光降解有毒污染物、
人工光合成以及氢气的高效利用等工作。报告指出光催化

和能源短
缺问题，
为实现清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的途径。邹教授的
报告深入浅出，内容丰富，实用性强，发人深省。报告最
后，邹教授还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多年来在科学研究方面的
心得，对未来高效太阳能利用做了展望，开阔了与会教师
及研究生的科研视野和思路。
王欣然教授作了题为“二维世界的信息器件”的前沿科学
报告。他从人类使用工具的进化年谱图出发，指出无论是
石器、铁器、还是硅，材料对于人类进步的意义非同一般。
王教授指出了二维材料在未来的可能应用前景：从各类晶
体管、光电器件，到传感器和电池等，不一而足，前景诱
人。王教授深入浅出、细指生动地为大家介绍了二维材料
的典型——石墨烯和硫化钼的两个例子。王教授的报告将
深奥的自然科学与听众熟悉的手机、ipad 等电子产品巧
妙衔接，为师生描绘了一幅二维材料走进日常生活的神奇
画卷。
报告会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结束，邢定钰院士作总结讲话。
他说，三位教授都是工作在科研第一线的专家，取得了丰
富的研究成果。从他们身上，我们感受到了学者的学术敬
业精神。希望同学们能从报告会中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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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简介

张辰宇博士，主要从事人
体及细胞能量代谢的分子
作用机理及其相关疾病的
发病机理研究，南京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博士
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973”、“863”项
目首席科学家，杰青获得
者、2002 年获美国糖尿病
学会年青学者奖，江苏省
2006 年度十大杰出青年，
2008 年度谈家桢生命科学
创新奖获得者。

邹志刚博士，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 ，973 项目 首席 科学
家。南京大学环境材料
与再生能源研究中心主
任，博士生导师。兼任
日本国家材料研究所客
座研究员。1996 年获日
本东京大学理学博士学
位。长期从事新能源材
料科学领域中光催化材
料的设计、制备、反应
机理及其应用基础研
究 ， 在 Nature 、 Phys.
Rev. Lett.、Angew. Chem.
Int. Ed. 、 J. Am. Chem.
Soc.、Adv. Mater.等杂志
上发表论文 200 余篇。

王 欣 然 博 士 ， 1981 年
生。2004 年毕业于南京
大学物理系，同年去美
国斯坦福大学深造。
2010 年获斯坦福大学物
理 学 博 士 学 位 。 2010 －
2011 年分别在美国斯坦
福大学、伊利诺伊大学
香槟分校做博士后研
究。2011 年入选国家首
批“青年千人计划”，
回到母校电子科学与工
程学院、固体微结构国
家重点实验室任教授、
博士生导师。王欣然教
授主要从事低维材料及
微纳器件的研究工作。
在 Science ， Nature,
Nature 系列， Phys. Rev.
Lett.等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他引次数超过
55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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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9 项省自然科学基金创新学者攀登项目顺利通
过验收（三）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华晔
“基于半导体纳米线材料的光电器件应用基础研究”
（BK2008025，项目负责人：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施毅教授）
半导体纳米线材料以其多样的微观结构和功能组合，以及
对化学物理关键参数良好调控，在光电器件发展方面具有
实质性和不可替代的优点。本项目针对半导体纳米线科学
领域发展的关键问题及前沿动态，以发展基于半导体纳米
线材料的光电器件为牵引，研究纳米线结构、化学和物理
性质，揭示微观结构与物性关系，探索结构调控手段实现
新的光电功能，发展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半导体纳米线材
料的可控制备、集成新方法和技术，为光电器件应用研究
提供基础。项目研究工作利用纳米尺度的选择性外延生长
制备出电注入的 InGaN/GaN 多量子阱纳米线，确定了纳
米线形貌和物理特性与 GaN 衬底取向的依赖关系，提出
了实现 GaN 晶面取向的调控新途径，并成功获得了多量
子阱纳米线结构电致发光原型器件。同时，发展了离散型
半导体纳米线光电器件制作的关键技术，提出并实现了通
过电化学选择氧化反应生成绝缘层从而制备侧面电极的新
方法，获得了具有侧向肖特基结构的 ZnO 纳米线紫外高

温热电制冷器件。项目的研究成果不但推动了我国一维半
导体纳米材料的研究及应用，还对发展我国信息纳米光电
子学科及提升国际纳米功能材料与器件的学术影响力做出
了贡献。
项目共发表 SCI 收录论文 39 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7 件
和 PCT 专利 1 件，授权 4 项。在项目执行期间，培养博
士生 6 名、硕士生 9 名。以此为基础获得了延续支持的国
家重大基础研究计划纳米研究项目“半导体纳米结构的非
可见光波段光发射与探测器件”（首席单位）及其它国家
科研项目 4 项。

灵敏度偏振光探测器；项目工作还预测了近藤绝缘体纳米
线的热电优值在低温下可以获得很大提高，有望制造深低

图 2 ZnO 纳米线紫外探测器响应及偏振性能提升
图 1 基于侧面电极 ZnO 纳米线光电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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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末东亚夏季风年代际减弱的成因研究”
（BK2008027，项目负责人：大气科学学院 杨修群教授）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与东亚夏季风及我国旱涝相联系的年代际变率已成为我国气候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国际
CLIVAR 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一方面，年代际气候变率既是叠加在气候长期变化趋势上的扰动，可直接造成我国旱涝
年代际转型；另一方面，它又是年际气候变率的背景，对年际气候变率（如 ENSO 及其影响）具有调制作用。观测事实
表明，近百年来，我国气候年代际变率十分显著，尤其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东亚夏季风年代际减弱，我国东部旱涝发
生了一次年代际转型，我国夏季长江流域降水持续偏多、洪涝频繁，而我国华北地区降水持续偏少、干旱加剧，出现了
所谓“南涝北旱”现象。本世纪初以来，我国学者已对这一现象的观测特征开展了较多的分析研究，但对其成因还没有
明确认识。通过本项目的研究，揭示了与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东亚夏季风减弱和我国南涝北旱转型相联系的大气热源和中
纬度瞬变涡旋强迫异常的典型特征；弄清了热带印太海盆年代际增暖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东亚夏季风减弱和我国南涝北
旱转型中的直接作用机制；提出了热带印太海盆年代际增暖通过增加冬季青藏高原积雪影响东亚夏季风减弱和我国南涝
北旱转型的一种间接作用机制；阐明了包括大气内部瞬变涡旋强迫反馈的中纬度海气相互作用产生年代际气候变率的机
理。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理解我国气候变率和旱涝更替成因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对于提高我国气候预测水平也具有很高的
应用价值。
项目共发表论文共 38 篇，其中 SCI 论文 20 篇（8 篇为国际一流期刊），国内核心期刊论文 18 篇，尚有大量研究成果拟
向国际一流杂志投稿。本项目执行期间丰富的研究成果，获得了 2010 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同时，本项目负责
人杨修群教授作为首席科学家获得了 2010 年-2014 年，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项目的进一步资助，该项
目为“我国东部沿海城市带的气候效应及对策研究”（2010CB428500，项目科研经费 2700 万）。

图 1 （a）气候平均的东亚夏季风环流；（b）1970 年代

图 2 大气环流模式模拟的热带印度洋-太平洋海表温度增暖导致

末期发生的季风年代际异常。其中箭头表示 850hPa 水平

的 850hPa 风场异常。自左向右分别表示仅热带印度洋海温增

风场，填色区域表示 500-200hPa 垂直平均的气温异常。

暖、仅热带太平洋海温增暖以及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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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3 项 2012 年度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
奖一等奖项目介绍（一）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张云云
从本期开始，将陆续介绍我校的这 3 项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一等奖的项目。
获奖成果名称：光场的空域、频域和时域调控
获 奖 情 况： 2012 年度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自然科学一等奖
主要完成人员：王慧田 何京良 丁剑平 汪喜林 顾兵 樊亚仙 任芳芳 廖军 刘晓东
主要完成单位：南京大学物理学院

内 容 简 介：
该项成果来源于国家 863、973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杰出

2. 光场频域调控。提出了多波长可见激光同时输出的新方

青年基金、重点项目的研究工作。

案，解决了近红外双波长激光器中模式竞争问题，成功地

该项目属于非线性光学与激光物理学科，激光在诸多重要
领域均扮演着极为重要且难以替代的角色，成为探索未知
世界和改造世界不可或缺的钥匙，对现代科学发展、技术
创新、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产生了广泛的、巨大且深远的

设计并制备了多重准位相匹配材料，实现了红绿蓝、红黄
绿和红黄绿蓝激光的同时输出。提出了单缺陷、双局域光
子晶体的设想，为实现高效的非线性光子器件提供了理论
依据。

影响。尽管如此，激光的潜能远未被充分挖掘和利用，关

3. 光场时域调控。利用新型透彻式半导体可饱和吸收体，

键在于光场调控远未达到人们的预期，光场调控已成为现

实现了单路、高效、稳定的被动锁模激光输出，达到接近

代物理学与相关技术的重要主题。是极为重要和极具挑战

理论极限的 2PS 脉宽，为迄今 Nd：YV04 锁模激光的最

性的工作，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各种需求的驱动，均匀

窄脉宽。发展并验证了表征材料的可饱和吸收等非线性效

偏振光场的局限性已突显出来。偏振作为光场的一个重要

应的 Z 扫描技术的理论。

的内禀属性，若能将起作为一个空域调控自由度并充分加
以利用创建矢量光场，无疑极为重要，光场的频域和时域
调控同样不可或缺。基于此，该项目在光场的空、频和时
域调控三方面开展了系统的研究。成果的主要发现点如下：
1. 光场空域调控。提出并实验验证了创建任意偏振态分布
的矢量光场的新方案，进而理论预言并实验验证了一类新
的源于偏振旋度的光学轨道角动量，该结果突破了光场偏
振不能影响各向同性材料的传统观点。

该项目发表系列 SCI 论文 79 篇，SCI 他引 856 次。10 篇
代表作 SCI 引文 320 次。授权发明专利 6 项。获 2001
年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和 2010 年度中国光学重要
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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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发银行 SCI 论文和发明
专利奖颁奖仪式召开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龚俊

5 月 28 日上午，浦发银行 SCI 论文和发明专利奖颁奖仪式在我校知行楼会议室召开。浦发银行南京分行
行长助理陈香女士一行 4 人专程前来参加颁奖仪式，我校校长助理张序余、发展委员会和科技处负责人、
有关院系领导及获奖人出席了会议。
2011 年，我校与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又续订了 4 年的协议：每年资助经费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一倍，另外
在 SCI 论文奖之外再增设发明专利奖。经过评审与公示，陆延青、徐强等 31 位教师分别获得了 2011 年
和 2012 年浦发银行 SCI 论文和发明专利奖奖金和证书。浦发银行南京分行领导和张序余校长助理及有关
部门负责人共同为获奖教师颁发荣誉证书。我校环境学院李正魁教授作为获奖代表发表了获奖感言。陈香
女士代表浦发银行发表了讲话：她回顾了浦发银行 SCI 论文奖在南大创建以来的经历，表达了浦发银行对
南大教育科研事业的关注以及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的意识。张序余校长助理代表学校对浦发银行长期以来
给予南大的支持表示衷心地感谢，对获奖教师表示热烈的祝贺。他介绍了我校近年来在科研方面所取得的
一系列成就，着重指出这些成绩的获得与全校教师的努力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是密不可分的。特别提到首
次设立的发明专利奖意义重大，对我校实施专利战略，实现服务社会的职能有很大的导向意义。

浦发银行奖：浦发银行南京分行为支持南京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决定捐资人民币壹佰万元设立“浦
发银行南京大学 SCI 论文与发明专利奖”，并分四年拨付（2011 年度-2014 年度），每年贰拾伍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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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发银行 SCI 论文奖获奖人员名单
2011 年

2012 年

姓名

院系

姓名

院系

陆延青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徐静娟

化学化工学院

李 涛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鞠熀先

化学化工学院

鞠熀先

化学化工学院

刘俊明

物理学院

刘俊明

物理学院

陆延青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朱俊杰

化学化工学院

吴兴龙

物理学院

吴兴龙

物理学院

李文飞

物理学院

盛 利

物理学院

谢代前

化学化工学院

张小鹏

物理学院

田大成

生命科学学院

浦发银行发明专利奖获奖人员名单
2011 年

2012 年

姓名

院系

姓名

院系

任洪强

环境学院

任洪强

环境学院

安树青

生命科学学院

李正魁

环境学院

张峻峰

生命科学学院

沈俭一

化学化工学院

朱海亮

生命科学学院

李爱民

环境学院

徐 强

生命科学学院

孙亚兵

环境学院

吴石山

化学化工学院

朱海亮

生命科学学院

张志炳

化学化工学院

王 顺

工程管理学院

耿 皎

化学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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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学院举办“五•二○”校庆青年教师专场科学报告会
撰稿人：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傅涛
在南京大学建校 111 周年之际，为促进青年教师

从报告题目和摘要及汇报的 PPT 中提供指导，并

间的学术交流、提高青年教师的学术水平，电子科

且精心汇编了“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五二○校庆科

学与工程学院于 5 月 17-21 日下午在鼓楼校区唐

学报告”的会议手册，除了每场报告会的日程安排

仲英楼 B501 和仙林校区潘忠来楼 123 分别举行

外，还详细介绍了每位报告人的个人介绍、报告题

了三场迎校庆青年教师科学报告会。会议由院长施

目及报告摘要；报告会期间，施毅院长和相关负责

毅教授主持，各学科的学术负责人和部分教师、研

人以及部分教师都积极出席报告会，对于每位青年

究生参加报告会。

教师的报告，不但对报告的科研学术价值进行点评，

此次报告会共分三场举行，18 位青年教师报告了

还从报告的题目、格式、字体的大小、报告主次要

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其中电子工程系 3 人，微
电子与光电子学系 4 人，信息电子学系 7 人，通
信工程系 4 人。报告内容涉及复杂氧化物的磁性、
新型半导体和超导光电探测器件、新型有机导电和
显示材料，信号分析的新方法及其应用，智能交通
系统以及生物电子学等方面。报告反映出我院青年
教师不仅在基础研究方面有很强的实力，在新材料
和新的电子技术的应用上也是硕果累累。
电子学院自 2009 年成立以来，高度重视青年教师
作为教学、科研生力军的重要地位，视他们为学院
之未来。为此，一方面大力引用在科研上崭露头角
的优秀青年学者，目前已有青年千人 4 名，中组
部青年拔尖人才 1 名，江苏省优秀青年基金获得
者 1 名；另一方面积极扶持青年教师的发展，提
高青年教师的综合素质，提升参与国内和国际竞争
的能力。在今年的“520”校庆期间，学院特地举
办了青年教师科学专场报告会。组织此次报告会期
间，学院为经验不足的青年老师安排了指导教师，

点的安排、汇报语气等方方面面提出了详细的意见，
大家通过这次特别有意义的科学报告会，分享了学
术进展、学术成果以及做学术报告的经验，增进了
学科间的学术交流，以期共同发展，促进我院青年
教师综合素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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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电隧道结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撰稿人：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我校青年学者联谊会成员、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
院吴迪教授课题组在铁电隧道结研究方面取得重要
进展。他们首次提出并制备了基于金属/超薄铁电
薄膜/半导体隧穿结构的新型铁电阻变存储器件，
获得了巨大的电阻开关比，极大地提高了铁电隧道
结 的 性 能 。 论 文 “ Ferroelectric-field-effectenhanced
electroresistance
in
metal/ferroelectric/semiconductor tunnel
junctions”近日在线发表于 Nature Materials
期刊网站(DOI ：10.1038/nmat3649) 。温峥博
士为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吴迪教授为通讯作者。
非易失性存储器在断电时仍能保持所存储的数据。
随着小型化便携式电子产品的普及，对高密度非易
失性存储器的市场需求越来越大。目前，主流的非
易失性存储(即 U 盘使用的 FLASH 方案)面临功耗
大、集成度已逼近其物理极限等瓶颈。发展新的非
易失性存储方案成为必由之路。以铁电隧道结为存
储单元的铁电阻性存储近来备受关注。
铁电隧道结是一个金属/超薄铁电薄膜/金属三明治
结构，以几个纳米厚度的铁电层作为电子隧穿势垒，
铁电层中自发极化翻转使得势垒高度在高低两个值
中变化，而从在隧道结中获得高、低两个非挥发电
阻态。铁电隧道结具有非破坏性读出、高存储密度、
超快数据访问、低能耗等优势，因而被认为有望突
破传统的非挥发存储的瓶颈。铁电隧穿阻变的电阻
开关比越高，应用前景越明朗，但是以往的工作得
到的电阻开关比只有几倍到几百倍，限制了它的应
用前景。
吴迪教授课题组注意到隧穿机率同时依赖于势垒的
高度和宽度，借鉴铁电场效应器件工作原理，提出

基于金属/超薄铁电薄膜/半导体结构的新型铁电隧
道结，通过铁电场效应，实现极化翻转对势垒高度
和宽度的同时调控，获得增强的电阻开关比。课题
组经过大量实验，成功地在 Nb:SrTiO3 半导体衬
底上外延了厚度仅为 7 个晶胞高度(约 3 nm)的高
质量 BaTiO3 铁电薄膜，并获得了稳定的极化翻转；
在 Pt/BaTiO3/Nb:SrTiO3 隧穿结构中实现了高达
104 的电阻开关比，比此前报道的最好结果提高了
两个数量级，并且表现出可靠的阻态翻转重复性和
长时间的数据保持性。这些突出的性能表明这一新
型铁电隧穿结构在非挥发阻性铁电存储方面具有极
大的应用潜力。
Nature Materials 网站同时刊登了美国学者对此
工作撰写的评论，认为这一新型铁电隧穿结构获得
了令人激动的、目前这方面最好的结果，推进了该
领域的研究。该工作得到科技部国家重大科学研究
计划(资助号：2009CB929503)、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资助号：51222206，91022001)和江苏省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号：BK2012016)的资助。

背景导读： 铁电隧道结（FTJ ）是一种以铁电超
薄膜为势垒层在其两面夹以电极的异质结构。2005
年 Kohlstedt 正式提出了 FTJ 概念。FTJ 结构有两
个最明显的新特征：量子隧穿效应和电阻反转效应。
当前薄膜制备技术的发展可使铁电薄膜的厚度仅为几
个纳米，特别是原子尺度控制的薄膜生长技术，甚至
可使铁电薄膜仅具几个晶胞的厚度。FTJ 在理论上带
来了一系列新的物理问题，如尺寸效应、界面和表面
效应，尤其是量子遂穿效应。FTJ 的物理思想促进了
铁电隧道结存储器件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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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金属/铁电体/半导体隧道结
低阻(a，c) 和高阻(b，d) 态的电
荷分布与相应能带结构示意图。

图 2 BaTiO3/Nb:SrTiO3 薄膜的表
面形貌(a)、铁电性能(b)、针尖写入
的畴结构(c、d)以及于畴结构对应的
隧穿电流分布(e)。

图 3 Pt/BaTiO3/Nb:SrTiO3 铁电隧道结
的电阻回线。插图显示了测量得到的与不
同“写”脉冲作用下的电阻状态对应的
BaTiO3 势垒中的铁电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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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花岗岩成因研究取得新进展
撰稿人: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孝磊

花岗岩是地球陆壳的重要组成，在研究地壳演化和成矿机制中具有重要意义。华南以其广袤的花岗岩分布（可能是世界
最大的花岗岩省）和伴生的巨量金属矿床成为研究花岗岩与成矿的绝佳天然实验室。华南花岗岩的成岩成矿的研究一直
以来也是南京大学的特色研究方向之一。上世纪 70 年代末，澳洲科学家根据 Lachlan 褶皱带古生代花岗岩提出的 I-型和
S-型花岗岩的分类方案对于后来的花岗岩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这种分类方案能否广泛应用到华南花岗岩的研究中
值得疑问。最近，我校内生金属矿床成矿机制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王孝磊副教授、周金城教授等人在对“江南造山带”
（即浙江西北、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湖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北部和广西北部一线）长期的研究基础上，对该带内的
新元古代（大约 8 亿年前）花岗岩开展了锆石微区同位素的分析，对花岗岩的成因有了新的认识。
这些花岗岩有一部分在矿物组成和全岩成分上具有 S-型花岗岩的特征，但在 Sr-Nd-Hf 同位素组成上却显示出 I-型花岗
岩的特征。锆石（ZrSiO4）作为花岗岩中常见的副矿物和其独特的在同位素定年和示踪方面的应用价值，对其进行高分
辨率的离子探针和激光原位微束分析（束斑可以小至 10 μm）可以解释这一矛盾。详细的阴极发光图像（图 1）可以看
出，一些花岗岩的锆石通常有一个亮的核部和略发暗的边部。锆石离子探针和激光 U-Pb 同位素定年表明，核部和边部
的年龄在误差范围内一致。然而，离子探针的氧同位素结果却有明显的差异。核部和边部的δ18O 差异为 3‒6‰，相应
地，O 和 Hf 同位素从核部到边部都有一个均一化的趋势。
这一发现表明，在这些具有中间特征的花岗岩形成之时，岩浆的成分曾经发生显著的变化，这一变化使得岩浆由类似 I型转变为 S-型。而这些花岗岩相对较亏损的 Hf 和 Nd 同位素特征则是继承了源区新生地壳的同位素组成所致。这一工
作最近发表在地球和行星科学顶级期刊 EPSL ( Earth Planet. Sci. Lett. 2013, 366, 71-82)上，该研究对于认识花岗岩
的岩浆演化过程和理解非典型花岗岩的成因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该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项目、优青项目和 973 项目联合资助。
图 1 华南江南造山带花岗岩的代表性阴极发光
（CL）图像。第一排（a-c）为造山带南西段锆
石 CL ，核边的氧同位素和 Hf 同位素差别不
大；第二、三排为造山带的北东段，可见核部与
边部的氧同位素差异。原位 O (‰)、U-Pb (百
万年 Ma)和 Hf (εHf(t))同位素分析的点位和结
果在 CL 中标出。
背景导读： 花岗岩是一种岩浆在地表以下凝却形成的
火成岩，主要成分是长石和石英。花岗岩的语源是拉丁
文的 granum，意思是谷粒或颗粒。因为花岗岩是深成
岩，常能形成发育良好、肉眼可辨的矿物颗粒，因而得
名。花岗岩不易风化，颜色美观，外观色泽可保持百年
以上，由于其硬度高、耐磨损，可用作高级装饰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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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 DNA 纳米结构的新技术——RCA 折纸
撰稿人: 化学化工学院 马寅洲

DNA 纳米技术是纳米科技领域新近发展起来的一
个分支，其主要研究方向是利用脱氧核糖核酸或其
他核酸分子构建可操控的纳米尺度结构或机械。该
技术在药物递送、合成生物学、制作新型纳米结构、
构造生物传感器等方面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最近，
我校配位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表界面分子工程课
题 组 在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ISSN- 0002-7863)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RCA Strands as Scaffolds To Create
Nanoscale Shapes by a Few Staple Strands
的通讯，介绍了一种新的构建 DNA 纳米结构的技
术。
最近几年，称为“DNA Origami （DNA 折纸）”
的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与应用，这种技术利用已
知序列的长链病毒 DNA（通常是 M13 噬菌体的
M13mp18 的 DNA）和大量的短链 DNA 构造出
相对复杂的纳米级形状和图案。但是，“DNA 折
纸”技术仍然有不足之处。首先，这种技术通常需
要使用数百段不同序列的短链 DNA，增加了体系
设计的复杂程度和实验费用；其次，作为骨架的长
链 DNA 难以获得，目前只有少数几种序列确定的
天然长链 DNA 可以利用。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该课题组仿照“DNA 折纸”
的构造方法，利用 RCA（滚环扩增）反应得到的
1~100 千碱基的单链 DNA 代替“DNA 折纸”中
使用的天然长链 DNA 作为骨架，设计了一种构造
DNA 纳 米 结 构 的 新 技 术 — “ RCA Origami
（RCA 折纸）”。

RCA（Rolling-Circle Amplification，滚环扩增）
是一种近年发展起来的 DNA 扩增技术。这种技术
能够在在恒温环境中，利用某些 DNA 扩增酶（例
如 Ø29 DNA polymerases），以一段环状 DNA
为 模 板 ， 配 对 扩增 出数 千 到 上 万 个 碱 基 的 长 链
DNA（图 1）。由于整个扩增过程严格按照碱基
配对原则进行，因此所获得的长链 DNA 序列也是
由数百到上千段重复的、与环状 DNA 模板互补配
对的序列构成的。作为一种序列确定、长度合适的
DNA 链，RCA 长链是一种用来替代“DNA 折纸”
中天然长链 DNA 的理想材料。
通过 RCA 过程获得长链后，该课题组仿照“DNA
折纸”的构造方法，用数条短链 DNA 将 RCA 长
链中的一个循环单元折叠成了特定的形状。由于
RCA 长链是大量相同的重复序列组成的，因此设
计一个循环单元的折叠策略可以推广到整条链的折
叠，通过这种方式，研究人员利用个位数的不同序
列短链 DNA 就能将 RCA 长链折叠成所希望的纳
米图案。（图 2）
相对于传统的“DNA 折纸”技术，这种新技术极
大地简化了体系的复杂程度和实验费用。只用少数
几条短链 DNA 就可以能够构建出原本需要数百条
短链 DNA 才能完成的纳米形状。但是，相对于传
统的“DNA 折纸”技术，这种技术构建复杂纳米
形状的能力较为有限，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发展。
该研究得到国家（基础研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No. 2013CB922101）和自然科学基金（No.
91027019）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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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RCA 的原理示意图。

图 2 使用不同的折叠策略折叠 96 个碱
基循环的 RCA 长链及其相应的 AFM 图
像：a，用 3 条短链折叠的纳米线（双
螺旋长轴与纳米线长轴垂直）；b，用 4
条短链折叠的纳米线（双螺旋长轴与纳
米线长轴平行）；c，与 a 相同的 3 条
短链 DNA 采用纳米线间的交叉配对得
到了二维结构的平面。

背景导读： DNA

纳米技术专门研究利用脱氧核糖核酸或其他核酸的分子性

质，来建构出可操控的新型纳米尺度结构或机械。在这个领域，核酸被用作非生物
的材料而不是在活细胞中那样作为遗传信息的载体。严格的核酸碱基配对法则（使
链上特定的碱基列相互连接以形成牢固的双螺旋结构）使这一技术成为可能。这一
技术允许合理的碱基链设计，从而严格地组合形成具有精密控制的纳米级特性的复
杂的目标结构。脱氧核糖核酸是常使用的优势材料，但包括其他核酸如核糖核酸和
肽核酸也被用来构造结构，所以偶尔也用“核酸纳米技术”来概括这个领域。
DNA 纳米技术包括用核酸构建人工设计的结构，比如左图这个四面体。四面体的
每个边都是 20 碱基对的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每个顶点都是一个 3 支节点。组成
四面体的 4 条脱氧核糖核酸链用不同的颜色加以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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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环复制放大技术检测金属离子的研究及其在分子逻辑门中的应用
撰稿人: 化学化工学院 闵乾昊
建立简便、经济、快速的金属离子检测方法对环境监测、临床毒性研究、废水处理和工业过程监测等具有
重要意义。近年来，金属离子与 DNA 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引起了研究者广泛兴趣，并将其应用于传感分
析及分子机器领域。目前，已发现多种金属离子可与特定碱基形成稳定的金属离子配位碱基对，如汞离子
（Hg2+）与胸腺嘧啶（T）形成稳定的 T-Hg2+-T 结构，银离子（Ag+）与胞嘧啶（C）形成稳定的 CAg+-C 结构。
最近，化学化工学院朱俊杰教授课题组基于金属离子（Hg2+或 Ag+）与特定碱基（T 或 C）的相互作用，
采用滚环复制放大技术实现了金属离子的检测，并成功将其应用于分子逻辑门体系，该工作以 Edge
Article 的形式发表在英国皇家化学会 2010 年创办的旗舰杂志《化学科学》（ Chemical Science ，
2013, 4, 1858-1863）上。如图 1 所示，以 Hg2+检测为例，通过设计锁扣探针-引物 DNA 超分子结构，
在 Hg2+存在时，在锁扣探针的 5′端和引物之间形成 T-Hg2+-T 杂交结构，从而激发 T4 连接酶活性，将锁
扣探针的 3′端和 5′端连接成环。在 DNA 聚合酶和 dNTPs 的作用下，引发滚环复制放大反应，其产物将
分子信标探针打开，通过检测荧光信号的恢复，实现了“Singal-On”型 Hg2+高灵敏度和高选择性检测，
检测限均可达 0.1 nM。该操作即为逻辑门体系中的“是”门（图 1，pathway a）。本工作中，为避免
Hg2+对滚环复制放大反应的影响，在滚环复制放大过程中加入 Hg2+络合剂半胱氨酸（Cys）与 Hg2+结合。
基于 DNA 杂交与取代原则，采用双链 DNA 作为荧光探针，实现了“Singal-Off”型 Hg2+的检测，即
“非”门操作（图 1，pathway b）。
进一步的工作，通过设计一系列 DNA 超分子结构，以 Hg2+和 Ag+作为输入信号，以滚环复制产物作为
输出信号，通过检测分子信标探针或双链 DNA 探针荧光信号的变化，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分子逻辑门体
系（“或”门、“与”门、“禁”门、“异或”门、“或非”门、“与非”门、“同或”门）。
该工作为金属离子的检测提供了新方法，并为生物计算机的研制和深入研究开辟了新途径。该项研究得到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图 1 基于滚环复制放大技术采用“是”门
（pathway a）或“非”门（pathway
b）检测 Hg2+示意图。

科技信息 2013 年第 6 期（总第 192 期）

16

《Nature》杂志精选：科学家在量子气体中观察到
“第二声”
撰稿：科技日报 2013 年 5 月 17 日
“第二声”也叫温度波或熵波，是一种量子力学
现象，目前只在超流液氦中才能观察到。据物理
学家组织网 5 月 16 日（北京时间）报道，最近，
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和意大利特兰托大学物理
学家合作实验，在量子气体中也观察到了这种温
度波的传播，证实了列夫•朗道 70 年前假设的理
论。相关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在低于临界温度时，一些液体会变成超流体而失
去摩擦力。此外，超流状态下液体的导热性能极
高，会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温度波的形式来传输能
量。由于这种波很像声波，因此也被称为“第二
声”。为了解释超流体的性质，物理学家列夫•朗
道 1941 年发展了双流体力学理论，他假设低温
下的液体包含超流液和普通液体两部分，后者随着温度下降而逐渐消失。
迄今为止，人们只能在液氦和超冷量子气体中观察到超流动性。另一种超流系统是中子星，在原子核中也
发现有超流现象的证据。超流性与超导性密切相关，后者是在低温下表现的零电阻现象。
超冷量子气体是把几十万个原子在真空容器中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零下 273.15 摄氏度） 获得的，利用
激光能够对此状态下的粒子进行高精度地控制和操纵，因此是观察量子力学现象，如超流动性的理想模型
系统。“十多年来，虽然这一领域已有大量研究，但要在量子气体中探测到第二声现象还很困难。”因斯
布鲁克大学实验物理学院、奥地利科学院量子光学与量子信息研究所的鲁道夫•格里姆说，“然而到最后，
证明它却容易得让人惊讶。”
在实验室中，格里姆的量子物理学家小组准备了由 30 万个锂原子构成的量子气体，用调制激光束给雪茄
烟形的粒子云加热，然后观察到了温度波的传播。“虽然在超流氦里只产生了一个熵波，但我们的费米子
气体也显出了一些热膨胀，由此形成了可检测的密度波。”格里姆解释说，这也是研究人员第一次在量子
气体中检测到超流体的不同部分。“在我们之前还无人做到这一点，这填补了费米子气体研究中的一个基
本缺口。”
该研究是因斯布鲁克物理学家与意大利科学家长期合作的成果。特兰托大学玻瑟—爱因斯坦凝聚中心小组
领导之一是列夫•皮塔伊夫斯基，他也是列夫•朗道的学生。他们修改了朗道关于第二声理论的描述，使之
与实验中近乎一维的几何波形更加适应。鲁道夫•格里姆说：“利用这一模型，解释实验的检测结果变得
更加容易。这一成果代表了我们合作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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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杂志精选：科学家观察到不对称梨形原子核
撰稿：科技日报 2013 年 5 月 3 日
据《科学现场》在线版及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
一个由美国密歇根大学、英国利物浦大学等 组成
的国际团队，首次观察到部分原子核能呈现出不对
称的梨形。新发现可能导致科学家找到标准模型之
外的物理学现象，并有助于解答宇宙中物质和反物
质的不对 称性问题。该研究成果发表在 5 月 9 日
的《自然》杂志上。
原子核的形状，应由它所含核子数量及它们之间的
相互作用来决定。在目前已知几千种稳定的和放射
性的原子核中，绝大部分是球形的或椭圆形的。罕
见的梨形原子核之前已能理论上预测其存在，但在
实验中观察到这种形状十分不易。
此次科学家们利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上线同位素
质量分离器(ISOLDE)设备，产生了氡-220 和镭224 的短光束。原子束被加速到光速 10%，以非
常近的距离从镉、镍和锡原子核周围经过，冲击使
镭和氡发生转动或振动，当它们静下来后，便发出
了伽马射线。
这种射线的强度向科学家展示了激发原子核量子态
的可能性，其与原子核内电荷分布状态是直接相关
的，而原子核的正电荷分布显示其形状是不规则的。
科学家通过测量放射性元素氡和镭原子核的轴以及
自旋的排列证实，这些原子芯的形状呈梨形，而不
是更典型的球形或椭圆形。
参与研究的科学家表示，梨形原子核的特殊意味着
组成原子核的中子和质子在一个轴内稍微不同 的
地方，新的相互作用影响了科学界正研究的物质与
反物质不对称性课题。人们已知当前宇宙中物质与

反物质是不平衡的，但形成这样局面的原因却是一
个巨大难 题，其也没有被标准模型这个介绍大自
然规律和物质性质的总体理论所预言。
研究的带头人、英国利物浦大学物理学教授彼得•
巴特勒称：“我们否定了一些原有的理论，但 将
有助于完善它们。”新发现能帮助人们更好地探索
电偶极矩（EDMs，衡量正电荷分布与负电荷分布
的分离状况，即电荷系统的整体极性），其目前正
在北美和 欧洲展开研究。“我们期望这个物理实
验 数 据 ， 可 以 结合 原子 捕 获 实 验 的 结 果 去 测 量
EDMs，从而对构建宇宙本质的最佳理论——标准
模型做出最严格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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