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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宋晓东教授团队在利用大地震尾波自相关技术在研究地

球内核各向异性的结构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世界顶级学术期刊《NATURE 

GEOSCIENCE》发表论文。 

Equatorial anisotropy in the inner part of Earth’s inner core from autocorrelation 

of earthquake coda, Nature Geoscience, DOI: 10.1038/NGEO235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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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著名出版公司爱思唯尔

（Elsevier）近日发布 2014 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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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Researchers）榜单，我校

共有 34 位学者上榜，在中国大

陆地区研究单位中排名第 9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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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2014 年科技工作要点汇总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詹启伟 

 

加强协同创新，全面推进科技体制机制改革 

在学校领导下，科技处以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契机，与社科处等校管理部门和相

关院系共同努力，全面推进全校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积极探索原创研究、高层次科技团队和科技平台创新能力提升等方

面的新机制，取得阶段性成果。2014 年，协同创新中心认定成绩优异，“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以全 A

成绩顺利通过教育部认定， 2 个江苏高效协同创新中心顺利通过江苏省认定，至此我校已构建了由 2 个国家级 2011 协同

创新中心、5 个省级协同创新中心、3 个校级协同创新中心组成的多层次协同创新体系，我校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通

过推进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我校各重要科技创新平台和创新团队进一步增强了科技创新能力和完成国家目标导向重大科

研项目的能力，现代配位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与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顺利通过了评估，新增科技部重点领域创

新团队 1 个，2 个教育部创新团队获得滚动支持。高水平科技成果得到进一步凝练，2014 年我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

等奖 1 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1 项、何梁何利奖 1 项，获得部省级科技奖励 22 项，其中一等奖 11 项。 

 

科技论文质量不断提高，基础研究原创能力不断提升 

以国际科学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构建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相结合的基础研究原始创新体系。2014 年我校获 973

与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3 项、青年科学家专题项目 3 项，继续位列全国高校前列。新增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7

项，位居全国高校第四。在全校师生共同努力下，科技论文质量不断提高，2014 年我校发表 Nature 正刊 1 篇，Nature

子刊 18 篇，Nature 及 Nature 子刊的论文发表数量是 2013 年的 1.9 倍。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显示度明显增强， 

Nature 出版集团首次正式发布全球前 200 名科研机构与高校的自然指数情况显示，我校 2014 自然指数在世界各大科研

机构和高校中排名第 38 位，在全国高校中排名第 3 位，我校在有关化学学科的 18 种期刊上发文的自然指数位列世界第

15 位，在全国高校中排名第 2 位。 

 
 

我校教师入选科技部 2014 年创新人才推进计划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虞斌 

科技部 2014 年创新人才计划入选名单公布，我校环境学院朱东强教授成功入选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 

根据《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实施方案》规定，科技部开展了 2014 年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组织实施工作。经申报推荐、形式审

查和专家评议等环节，共产生了 306 名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13 名科技创新创业人才、52 个重点领域创新团队和

33 个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朱东强，博士，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南京大学

污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主要从事有机污染物多介质环境化学行为及微观作用机制、纳米材料的环

境效应及应用研究。2001 年获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博士学位，2002-2005 年先后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农业研究所和普度大学

从事博士后研究。主持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自然基金重点、973 计划项目课题、“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

划”项目等。自 2003 年起在环境科学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 SCI 源刊物上发表论文 70 余篇（其中 Environ Sci Technol 23

篇），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第五完成人)，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 2 项(分别为第一、第三完成人)。担任环境领域

重要刊物 J Environ Qual 副主编及 Environ Sci Technol Letters、Environ Toxicol Chem 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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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2015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申报情况通报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高翔 

 

作为我校本学期科技工作重点之一的 2015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申报工作现已结束。在今年的集中受理期内我校共申报各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169 项。其中包

括面上项目 612 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352 项，重点项目 49 项，重大项目 1 项，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3

项，联合资助基金项目 9 项，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9 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项目 6

项，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项目 7项，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39 项，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77 项，海外

及港澳学者合作项目 4项，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 1 项。 

 

2015 年度南京大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项目汇总表 

资助类别 

科技部 

小计 
数理 化学 生命 地球 工材 信息 管理 医学 

面上项目 59 88 41 96 39 66 41 182 612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4 26 20 36 18 25 19 194 352 

重点项目 7 10 6 11 2 2 4 7 49 

重大项目    1     1 

重大研究计划 2   1     3 

联合基金项目 6   1 2    9 

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1 3  2  1 1 1 9 

国家重大科研仦器设备研制专项项目  2  1  3   6 

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  1 1 1 2 1  1 7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8 7 2 9 6 5 1 1 39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3 23 6 15 7 8 2 3 77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    1   2 1 4 

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项目  1       1 

合计 110 161 76 175 76 111 70 390 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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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各院系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情况 

院系 

申请项目数 

面上

项目 

青年

基金 

重点

项目 

重大

项目 

重大

研究

计划 

联合

基金 

国际

合作

项目 

重大

仦器

研制 

创新

研究

群体 

杰出

青年

基金 

优秀

青年

基金 

海外

及港

澳合

作 

外国

青年

学者 

合计 

数学系 11 3        3 5   22 

物理学院 39 4 5  1 3 1   8 7   68 

化学化工学院 62 12 9   3 2 2 1 6 15   112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8 3 1   1    2 3   18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32 4 2 1  1    6 5 1  52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28 9 4    2   2 3   48 

大气科学学院 16 13 2  1   1 1  3   37 

生命科学学院 36 15 8      1 1 5 1  67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18 9 1       2 4   34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35 13 1   1 1 1 1 2 3   58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

学院 
28 15 1 

 
1   1 1 2 6  1 56 

环境学院 40 20 3    1  1 2 9   76 

医学院 34 16 1        1   52 

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141 182 3    1   1 1   329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11 4 2        1   18 

软件学院 7 3            10 

现代分析中心 3             3 

国际地球系统科学研

究所 
2 3 1 

 
      1  

 
7 

模式动物研究所 10 2 2      1 1 1   17 

工程管理学院 12 7 1    1 1   1 2  25 

商学院 24 9 1       1 1   36 

其他院系 15 6 1        2   24 

合计 612 352 49 1 3 9 9 6 7 39 77 4 1 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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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金委主任杨卫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经费使

用调整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高翔 

近日，基金委发布了《关于 2015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结题等

有关事项的通告》，规定自 2015 年起，各类项目申请经费分为直接费用和

间接费用两部分，《2015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所列资助强度为

直接费用与间接费用之和。国家基金委主任杨卫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经费使

用调整接受了记者采访。 

杨卫主任认为，当前我国的科研经费管理存在以下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碎

片化；二是行政化；三是过度绩效化；四是功利化倾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实行新的科学基金经费管理办法，就是为了

解决科研资源配置中不合理的部分。良好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需要以下几点：一是执行度。许多科研人员曾抱怨，当年

申请一个科研项目，到年底科研经费才正式拨付，而过了两年就要求出成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财务执行这几年做得

比较好，一部分经费在项目开始前就拨付到位，项目开始就有了经费支持。二是相对灵活且符合基础研究特点。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的经费是专门委托给依托单位管理的，项目完成后的少量余额用于今后开展研究，受到了科研人员的好评。

三是公正性。对于科研项目审批要保证公平公正，通过高水平专家的综合评议和客观公正的评审程序，来保证科研经费

分配的科学合理。 

杨卫主任介绍，国家基金委新的管理举措是将科研项目经费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直接经费是指发生在具体研发项

目中的费用；间接费用是指依托单位在组织实施项目过程中发生的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主要包括依托

单位为项目提供的现有仪器设备及房屋，水、电、气、暖消耗等，以及绩效支出”。申请人只需填报直接费用部分，间

接费用及项目申请经费在申请书中自动生成。直接经费和间接经费是国际上一种比较通用的科研经费管理办法，其主要

的依据是，研究者进行学术研究需要一定的辅助条件，用间接经费来支付这部分费用，既能让科研经费使用更加透明

化，降低钻制度漏洞的可能，也可以提高依托单位的积极性。我国引入“间接经费”这个概念，最早是从科技部的一些

科技专项开始的，2015 年科学基金正式设立这一制度。暂定对于 500 万元以下的项目，间接经费的比例设置为 20%；

500 万元至 1000 万元的项目，间接经费是 13%；而 1000 万元以上的项目是 10%。这个设置比例的原则是，有了这一块

间接经费，能更好地为科研人员提供服务。需要注意的是，将来间接费用比例会和依托单位的经费使用情况、科研诚信

等挂钩。这一部分由依托单位掌握的间接经费以后可能会成为基金委监督各单位科研经费管理的“抓手”，通过审计和

评级等制度，促进各依托单位提高经费管理水平。 

对这次基金经费使用调整有人存有疑虑，疑虑的焦点是：这样设置直

接、间接经费，是否意味着在总经费不变的情况下，自己的科研经费少

了？杨卫主任对此进行了说明，间接经费中有一块与绩效挂钩，依托单

位可以对项目的主研人员在这一部分给予适当倾斜。同时，在新的管理

办法中，取消了劳务费的比例限制，科研人员可据实列支，只要人员数

量、工作时间和应得收入准确合理，灵活性较过去有了很大提高。未

来，国家基金委也会依据发展情况，进一步调整资助强度及经费使用规

则和比例，建立信用等级等，不断完善制度。 

杨卫主任认为此次改革的主旨是突出人在科研中的核心作用，重视人才

是创新的主体。新的科学基金经费管理办法更加尊重科学研究规律，有

利于科研人员从事科研活动，同时也更加符合国际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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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军、王京彬受聘南京大学兼职教授 
撰稿人：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4 年 12 月 10 日上午，授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邓军教授、中国有色地质调查中心王

京彬研究员兼职教授仪式在我校仙林校区朱共山楼举行。陈骏校长出席了兼职教授授予仪

式，仪式由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王汝成院长主持。 

仪式上，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倪培教授介绍了邓军教授、王京彬研究员的简历和主要学术

成就。据介绍，邓军教授是国内著名的矿床学家，现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长期从事区域成矿学、成矿系统、

大型构造与超大型矿床研究，近年来关注复合造山与复合成矿系统，在金属矿床的成矿潜力评价及隐伏矿体寻找方面成

功突出，取得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曾先后主持两项国矿产资源类的 973 项目；王京彬研究员是国内著名的矿床学

家，现任中国有色金属地质调查中心主任、北京地质研究员院长，对新疆、内蒙中部、华北北部的金属矿产研究与勘查

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在探索运用风险资本市场进行境外矿产勘查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和明显的社会效益。曾任国

家科技部 973项目“中国西部中亚型造山与成矿”首席科学家。 

陈骏校长分别向邓军教授、王京彬研究员颁发了南京大学兼职教授证书并佩戴校徽。陈校长在致辞

中表示，邓军教授、王京彬研究员长期从事矿床地质的教学、研究和勘查工作，为中国地质事业

的发展，为国民经济提供矿产资源保障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邓军、王京彬的加盟，必将为

我校“成矿理论研究”这一传统强项注入新的思想、新的活力，在理论研究和勘查实践两个

方面都得到加强和发展，为国家矿产资源战略需求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保障。仪式开始之前，

邓军教授、王京彬研究员应邀为地科院广大师生分别做了题为“中国西南特提斯复合造山与

复合成矿系统”和“基于风险资本市场的境外矿产勘查”的学术报告。 

图 1：陇骏校长向邓军教授颁发证书                                   图 2：陇骏校长向王京彬研究员颁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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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34 位学者入选爱思唯尔 2014 年中国高被

引学者榜单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陇晓清  
世界著名出版公司爱思唯尔（Elsevier）近日发布 2014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Most Cited Chinese Researchers）榜单，

南京大学共有 34位学者上榜（名单附后），在中国大陆地区研究单位中排名第 9位（排行表格附后）。 

该榜单研究数据采集自爱思唯尔旗下全球最大的同行评议学术论文索引摘要数据库（Scopus 数据库），基于对海量的、

与科研活动有关的文献、作者和研究机构数据的系统分析而成，旨在对中国学者的世界影响力进行科学分析和评价。 

Scopus 数据库收录来自全球超过 5000 个出版商、21000 种期刊的 5500 余万条文献索引，覆盖各个学科，并提供各种工

具用于追踪、分析和可视化学术研究。该榜单的遴选标准为，研究者作为第一作者和通讯发表论文的被引总次数在本学

科所有中国（大陆地区）的研究者中处于顶尖水平。 

此次榜单中，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物理、化学、数学、经济等 38 个学科的 1651 名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学者入选。随

着中国在国际科研领域的影响力和地位不断提高，表彰引领学术进步的杰出学者显得尤为重要。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的

发布将 1651名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中国学者呈现给学术界和公众。 

南京大学 2014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Most Cited Chinese Researchers）榜单 

材料科学 

叶金花 商业，管理和会计 陇昭全 

邹志刚 

生化，遗传和分子生物学 

朱海亮 

万   青 张峻峰 

地球和行星科学 戴子高 张辰宇 

化学 

鞠熀先 
数学 

何炳生 

朱俊杰 夏应存 

陶农建 

物理学和天文学 

吴兴龙 

陇洪渊 刘俊明 

孙为银 王广厚 

孟庆金 闻海虎 

徐静娟 朱诗亮 

李根喜 杨绍光 

李桂根 钟   伟 

环境科学 

李爱民 
药理学，毒理学和药剂学 

谭仁祥 

潘丙才 孔令东 

朱东强 决策科学 肖条军 

计算机科学 周志华 医学 刘志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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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唯尔 2014 年中国高被引学者所属机构排名 

 

 

 

 

 

我校 3 项省自然科学基金百万元以上项目顺利通过

验收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华晔  
寒假前，受江苏省科技厅委托，科技处组织专家对我校承担的 1 项省自然科学基金创新学者攀登项目和 2 项省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研究专项项目进行了验收。经过经费审计、材料审核、工作汇报、专家质询，3 个项目均顺利通过验收。 

“粘土矿物晶体化学特征及其材料学应用研究” 

（BK2010008，项目负责人：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汝成） 

我国是非金属资源大国，江苏省内粘土矿物资源独居特色，分布在淮安盱眙、南京六合的凹凸棒石资源的探明储量

居全国首位；膨润土储量 1.8 亿吨，居全国第四位；高岭土储量上亿吨，其中苏州高岭土矿是中国规模最大的高岭土生

产基地。尽管粘土矿产资源的开发对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但目前粘土资源的利用仍集中于低附加值产品

生产，没有摆脱以资源消耗为主的开发方式。除政策、管理等因素外，对粘土矿产资源的矿物学研究的不足和粘土矿物

深加工技术是导致当前低附加值资源开发的关键因素。因此，本项目在大量野外调查、实验分析和计算模拟工作基础

上，系统查明了江苏省内典型非金属矿床凹凸棒石、蒙脱石、高岭石和黑滑石的晶体化学特征和形成机制，从矿物学和

矿床学的角度分析了粘土资源的形成条件、晶体化学特征和材料加工性能。利用分子模拟技术和实验分析，查明了不同

粘土矿物表面酸位的分布、表面化学结构和反应位点，建立了普适性的层状硅酸盐矿物端面-水溶液界面的原子模型，确

定了重金属离子、有机酸等在粘土矿物表面上的络合形式和热力学属性。确定了粘土矿物表面的浸润性特征和制约因

素，探讨了初级加工方式、微生物交互作用和有机插层处理等对粘土矿物表面属性的影响，为矿物深加工和高附加值产

品研发提供了矿物晶体化学理论支撑。基于粘土矿产调查和矿物学研究的新认识，针对矿产开发和粘土矿物利用提出了

新的建议和技术，提出了蒙脱石、凹凸棒石和高岭石应用新方向和新技术。 

 

排名 工作单位 高被引学者入选人数 

1 中国科学院 258 

2 清华大学 104 

3 北京大学 84 

4 浙江大学 78 

5 上海交通大学 71 

6 复旦大学 57 

7 中山大学 43 

8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39 

9 南京大学 34 

10 华中科技大学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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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共发表论文 11 篇，其中 SCI 论文 9 篇,包括 5 篇论文发表于地球化学领域最为重要的期刊之一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上，尚有大量数据拟向国际一流杂志投稿；同时申请专利 4 项。后续研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重点项目 1 项和面上项目 3 项的资助。以该项目为依托，培养了 14 名研究生，项目的骨干成员在 2014 年和 2012 年获

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和优秀青年基金项目各 1 项，形成了一支高水平的矿物学创新研究团队。 

“血清 microRNA 作为国内高发癿五种恶性肿瘤癿生物标志物” 

（BK2011013，项目负责人：生命科学学院 曾科） 

癌症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之一。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预测，2020 年全球人口 80 亿，癌症新发病例将

达到 2000 万，1200 万人死于癌症，癌症将成为新世纪人类的第一杀手，并成为全球最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寻找肿

瘤标志物并对其进行准确检测已成为现今癌症的诊断和治疗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肿瘤标志物在癌症的早期诊断、个体

化治疗、预后判断等诸多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尽管越来越多的肿瘤标志物已经被发现并应用于癌症的普查、诊断、疗

效的监控和预防，但是它们的临床应用效果还存在着明显不足，而且目前肿瘤标志物的检测程序大多繁杂且具有损伤性, 

从而限制了其临床应用。我们以国内高发的五种恶性肿瘤（肺癌、胃癌、结直肠癌、食管癌、胰腺癌）的血清样本为研

究对象，结合临床资料，通过建立高通量的筛选手段和精确性的个体验证技术，找出这五种恶性肿瘤的特异的血清

miRNA 图谱，探寻了 miRNA 在这五种恶性肿瘤的诊断、分型、预后判断等方面的应用。这将丰富人们对 miRNA 生物

学功能的认识，对全面阐释生命的本质，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该项目共发表论文 34 篇，其中 SCI 论文 32 篇，影响因子大于 10 的 1 篇，大于 5 的 8 篇，尚有大量数据拟向国际一

流杂志投稿，后续研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非共识项目（1000 万）的资助。本项目团队基于腺癌特异性血清

miRNA 生物标志物谱系的研究开发了首个基于血清 miRNA 的临床检测试剂盒，试剂盒已进入国家产品注册申报环节。 

“江苏省碳减排关键技术与途径研究” 

(BK2011017，项目负责人：环境学院 毕军)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是造成近 50 年全球变暖的

主要原因。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人类减缓和适应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2009 年 12 月，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气候大

会前夕宣布，中国将采取自主行动，到 2020 年实现 CO2 排放强度比 2005 年下降 40-45％；并于 2012 年 1 月，发布

《“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要求到 2015 年，我国 CO2排放强度比 2010 年下降 17%，综合考虑各方面

因素，将指标分解到各省市来保障减排目标完成。 

 

江苏作为我国经济和能源消费大省，已充分认识到减少 CO2 排放、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然而，江苏省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为多少、减排潜力如何？如何将这些目标落实到相应的地方、部门？需要哪些减排项目、政策和管理

措施？存在哪些可利用的减排技术？如何实施这些减排的技术和措施？这些技术或者政策管理措施的成本如何，效益如

何……这些问题均是实现我省不同阶段的碳减排目标亟需解决的重要内容。围绕这些问题，我们开展了《江苏省碳减排

关键技术及路径》课题研究，该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该课题的主要成果包括：构建了中微观尺度的碳排放核算模型，进行了 2000-2010 年江苏省碳排放清单核算，建立

了工业园区碳排放数据综合管理平台；研发了“CO2 矿物封存技术”、“基于酶催化的 CO2 膜吸收补集与矿化封存技

术”、“电厂烟气中 CO2 捕集液化技术”三项 CCS 碳减排关键技术，并探讨了这些技术在江苏省的可行性。结合江苏

省历史和现状碳排放水平和碳减排技术的调研与研发结果，通过情景分析方法，对江苏省 2011-2050 年的碳排放水平进

行了趋势预测，共提出十大类不同层次的碳减排措施，为未来碳排放管理提供了多情景决策分析，并进一步制定了江苏

省详细的碳减排技术路线图。 

 

该课题共完成研究报告 4 份；发表论文 20 篇，其中包括 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Physics、energy、energy policy

等 SCI 期刊论文 9 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8 项，授权 2 项；完成 1 项软件著作权。课题执行期间，培养了长江学者 1

位，优秀青年基金 2 位，硕士生 9 名，博士生 3 名。课题组已经成为一支具有国内一流水平的学术思想活跃、知识结构

合理、工作配合默契、具有很强挑战的研究团队，有效带动了我省碳排放数据管理、核算、碳减排技术咨询等研究整体

队伍的壮大和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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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符淙斌院士当选芬兰科学与人文院外籍院士 

撰稿人：大气科学学院 

日前，芬兰科学与人文院公布了该院 2014 年度增补的院士，我校气候与全球变化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符淙斌教

授当选该院外籍院士。2 月 10-13 日，符淙斌院士应邀出席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泛欧亚大陆科学试验计划（PEEX-Pan-

Eurasian Experiment）第一届科学大会作大会开场特邀报告，在此期间芬兰科学与人文院举行仪式授予符淙斌院士外籍

院士称号。 

 

芬兰拥有两个国家级的科学与人文院（学会），分别是 Finish Society of Sciences and Letters 和 Finnish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Letters。前者创立于 1838 年，拥有 120 个现职芬兰籍院士（会士）和 124 个外籍院士，官方语言为瑞典

语，分为数学物理、生命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四个学部；后者创建于 1908 年，与前者相对应而以芬兰语为官方语

言，共有 333 位现职芬兰籍院士和 186 位外籍院士。两院现职院士数目固定，有超龄者（两院分别为 67 岁和 65 岁）方

可增补，而作为终身荣誉，超龄院士与现职院士享有共同的权利和义务。 

 

此次授予符淙斌教授外籍院士的是具有 177 年悠久历史的 Finnish Society of Sciences and Letters, 该院目前所当选的 124

位外籍院士均是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大师，包括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文学泰斗。2014 年度共有 5 人当选为该

院外籍院士，符淙斌教授是该年度该院数理学部当选的唯一外籍院士，也是迄今当选该院外籍院士的第一位华人学者。

据悉，此前我国著名气象学家、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叶笃正院士曾当选 Finnish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Letters

的外籍院士。 

南京大学青年学者联谊会主办“先进分子材料与器

件交叉学科论坛”探讨新癿科学协作模式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周洁 王毅、 科学技术处 龚俊 
 

2015 年 1 月 23 日下午，南京大学青年学者联谊会主办的

“先进分子材料与器件交叉学科论坛暨启动会议”在鼓楼

校区费彝民楼召开。此次论坛邀请化学、物理、材料、电

子和信息等多个学科的青年学者，以学术自由讨论和争鸣

等交流方式，交换各青年学者的科研进展、期望促进彼此

之间有效协作、加强研究工作的学科交叉。 

 

会议由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青年教授王欣然主持，首先由

副校长潘毅教授讲话，对成立交叉学科论坛的迫切性、必

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阐述，介绍了国内外交叉学科发展的

新动向，并且鼓励青年学者借助南京大学已有的青年联谊

会这个平台，进行科研工作的交流。科技处处长徐夕生教

授对南京大学交叉学科的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希望能成

立多个交叉学科讨论小组，并且鼓励年轻人积极思考制约

高校的科研能力的因素，并提出切实有效的改进措施。青

年联谊会的会长潘丙才教授则表态会全力支持交叉学科论

坛及其相关的学术活动。随后，十四位来自化学、物理、

材料、电子系的青年老师介绍了各自的学术兴趣和近年来

取得的科研成果，进行思维的碰撞，寻找可能的合作伙

伴。最后，化学化工学院王乐勇教授做了会议总结，本论

坛作为分子材料和器件领域交叉平台，仅仅是一个自由探

讨的起点，论坛将会从举办方式和内容进行探讨，为进一

步形成南大特色的交叉研究做出贡献。 

 

曾经被无机材料占据江山的光电子学领域，近十年来不断

涌现新的成员。其中，以有机半导体、石墨烯、碳纳米管

等为代表的分子材料，以其独有特点及在功能器件中的显

著优势，受到科学家们越来越多的瞩目。尤其最近几年，

有机发光器件、太阳能电池、薄膜晶体管在商业产品上的

迅猛发展，刷新了我们对传统的光电子材料与器件的认识

与理解，也同时激励我们在“后硅”时代中不断创新。化

学、物理、材料、电子和信息等不同领域科学家，特别是

年轻的科学家汇聚在一起，进行思维的碰撞，产生灵感的

火花，发掘新的学术研究增长点，萌发可能的“学派”。

希望以此论坛活动为契机，我们的青年学者通过多学科参

与协作，在先进分子材料与器件及其相关领域中做出高水

平的原创性研究和应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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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教师论文入选细胞出版社 2014 中国年度论文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陇晓清 
 

近日，中国科学报社《科学新闻》杂志与美国细胞出版社

共同推出“2014 中国科学家与 Cell Press”特刊。 

该特刊主要收录了 2014 年度以中国内地第一完成单位在

《细胞》（CELL）杂志及其相关子刊发表的研究论文，

并对取得这些研究成果的中国科学家的科研经历及其团队

进行了系统的介绍。我校有 6 位教师的相关论文被收录，

分别为：黄行许教授课题组的《通过 CAS 系统获得基因 

修饰的食蟹猴》，发表于《Cell》上；黄行许教授课题组

的《哺乳动物表观遗传信息从亲代到子代的遗传和编

程》，发表于《Cell》上；徐璎教授课题组的《PER1 磷

酸化特异性调控小鼠的进食节律》，发表于《 Cell 

Reports》上；沈萍萍教授课题组的《雷公藤内酯醇调控

巨噬细胞功能的新靶标-TAB1》，发表于《Chemistry & 

Biology》上；张辰宇教授、张艳教授、李冬海副教授合 

 

作论文《基于肌肉特异性微小核糖核酸的小分子抑制剂发

现的肌细胞中 miR-221/222-myoD-myomiR 的调控新机

制》，发表于《Chemistry & Biology》上。 

该特刊还特邀细胞出版社部分审稿专家及国内外知名生命

科学专家，遴选出 2014 年度生命科学及医学的 5 大热门 

 

 

领域（基因组编辑应用、群体基因组进化生物学、干细

胞、肿瘤和转化医学、基因分子生物学）具有代表性的论

文 6 篇，它们分别代表了中国内地科学家 2014 年所取得

的突出进展与成就。在这 5 大热门领域的 6 篇论文中，我

校模式动物研究所黄行许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发表在《细

胞》杂志上的论文《通过 CAS 系统获得基因修饰的食蟹

猴》，作为基因组编辑应用领域的突出代表成果被收录其

中。并且该论文被选为“细胞出版社 2014 中国年度论

文”。 

 

1. 基因组编辑应用领域 

Generation of Gene-Modified Cynomolgus Monkey via Cas9/RNA-Mediated 

Gene Targeting in One-Cell Embryos（Cell） 

 

2014 年 2 月 13 日，发表在《细胞》杂志山的一项研究中，来自南京大学模

式动物研究所的黄行许（Xingxu Huang）博士、南京医科大学的沙家豪

（Jiahao Sha）教授、云南省灵长类生物医学重点实验室季维智（ Weizhi 

Ji ）及其同事们，成功地利用 CRISPR/Cas9 系统对孪生的食蟹猴进行了精

确的基因修饰。 

以往尝试对灵长类动物进行遗传修饰都是依赖于病毒方法，其虽然能够有效

地生成突变，但突变位点不可预知，且突变数量无法控制。利用可定制的

RNA 片段将 DNA 切割酶 Cas9 引导至期望的突变位点，CRISPR/Cas9 基因编辑系统的出现使得灵长类动物的前景变得

光明。 

 

2014 年度 6 大论文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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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首先在一种猴细胞系中对这一技术进行测试，破坏了三个基因，其成功率达到 10–25%。受此鼓舞，科学家们

随后在 180 多个单细胞期猴胚胎中同时靶向了这三个基因。在对 15 个胚胎的基因组 DNA 进行测序后，他们发现其中有

8 个胚胎显示出两个靶基因同时突变的迹象。研究人员随后将遗传修饰的胚胎转移到代孕母猴体内，其中一个生出了一

对孪生猴。通过测序这对孪生猴的基因组 DNA，他们证实存在两个靶基因突变：Ppar-γ帮助调控新陈代谢，Rag1 与健

康的免疫功能相关。 

黄行许说，Ppar-γ和 Rag1 组合突变并不代表任何一种特定的疾病综合征，尽管每个基因都与人类疾病相关。该研究小

组还没有对猴子的状况进行全面地分析，他们还必须开展进一步的测试评估突变是否存在于这些动物的所有细胞之中。

黄行许说：“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着手去完成这项研究，使之起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了，研究人员有一天或许能够构

建出与多种突变相关的其他人类疾病模型。 

 

2. 群体基因组进化生物学领域 

Population Genomics Reveal Recent Speciation and Rapid Evolutionary 

Adaptation in Polar Bears（Cell） 

2014 年 5 月 8 日发表在《细胞》（Cell）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

针对来自瑞典、芬兰、阿拉斯加州冰川国家公园和阿拉斯加海岸 ABC 岛

屿的 79 只格陵兰北极熊和 10 只棕熊的血液及组织样本进行了分析。通过

比较北极熊和棕熊的基因组，揭示出北极熊是比以前认为的要更年轻的一

个物种，其与棕熊在不到 50 万年前发生了分歧。 

这项研究是由丹麦、中国和美国的研究人员合作完成。Eske Willerslev 领

导的丹麦研究小组提供了北极熊的血液和组织样本；华大基因研究院的研

究人员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个研究小组一起完成了基因组测序

及对数据的分析。 

分析结果还揭示出了与北极熊能够极端适应北极地区生活相关的几个基

因。这一物种在其生命的大多数时候都生活在海冰上，它主要靠食用海洋

哺乳动物一类富含脂肪的食物为生。 

该研究准确地指出了与脂肪酸代谢和心血管功能相关的一些基因，或许能够解释北极熊可以处理高脂饮食，避免形成动

脉脂肪斑块以及心血管疾病的能力。而高脂饮食的人类常饱受心血管疾病的折磨。这些基因或许能够提供一些关于如何

保护人类避免高脂饮食不良影响的见解。 

 

3. 干细胞科学领域 

Direct Reprogramming of Human Fibroblasts to Functional and 

Expandable Hepatocytes.（Cell Stem Cell） 

2014 年 3 月 6 日，发表在《细胞干细胞》（Cell Stem Cell）杂志上的一项

研究中，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惠利健研究组通过

表达三个肝脏转录因子，可成功将人体皮肤细胞转变为肝细胞。这项获得

人类肝细胞的方法，向最终实现肝细胞治疗、生物人工肝等领域前进了一

大步。 

 

2011 年，惠利健研究组已经成功将小鼠皮肤细胞转变为肝细胞，在权威学

术期刊 Nature 上发表，并获得当年中国科学十大进展。但利用完全一样

的方法，并不能将人的成纤维细胞重编程为肝细胞。经过重新筛选和优化

条件，他们成功建立了诱导人成纤维细胞重编程为肝细胞（hiHep 细胞）

的方法。hiHep 细胞表达肝脏基因，并具有肝细胞的许多功能，包括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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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清白蛋白、积累糖原、代谢药物、药物转运等。通过将 hiHep 细胞移植到肝脏特异转录因子（酪氨酸代谢缺陷）模型

小鼠中，hiHep 细胞可成功整合到小鼠肝脏中发挥功能。经移植后的小鼠肝功能指标明显恢复，有近 40%的小鼠最终被

救活。 

 

在中国科学院“干细胞先导专项”支持下，惠利健团队正在同国内的南京鼓楼医院、华东理工大学等一起全力研究是否

可以将 hiHep 细胞用于生物人工肝，从而实现对人类重症肝病的治疗。 

 

Human Hepatocytes with Drug Metabolic Function Induced from Fibroblasts by Lineage Reprogramming.（Cell Stem 

Cell） 

2014 年 3 月 6 日，发表在《细胞干细胞》（Cell Stem Cell）杂志上

的一项研究中，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邓宏魁研究组成功地将人皮

肤成纤维细胞诱导为具有成熟代谢功能的人诱导性肝脏实质细胞

（human induced hepatocytes, hiHeps），该种细胞可在肝损伤小鼠

模型中高效重建肝脏功能。 

传统的转分化研究仅采用目标细胞的命运决定因子来诱导细胞类型

的转变。邓宏魁研究组发现利用这一方法，仅仅过表达肝脏实质细

胞的命运决定因子 HNF1A、HNF4A 和 HNF6 并不能获得功能成熟

的人肝脏实质细胞，而只有在同时过表达功能成熟因子 ATF5、

PROX1 和 CEBPA 的情况下，才能获得功能成熟的人肝脏实质细

胞，且诱导效率超过 90%。由这种新方法获得的细胞被命名为人诱

导性肝脏实质细胞（human induced hepatocytes, hiHeps）。它具有

成熟肝脏实质细胞的特征，特别是其药物代谢能力和肝脏毒素敏感

性与新鲜分离的人成体原代肝脏实质细胞相当，为体外的药物高通量筛选提供了新的细胞来源。 

这种 hiHeps 细胞首次在肝损伤的免疫缺陷小鼠上实现了高效重建肝脏功能。重建后的小鼠肝脏长期持续分泌高水平的人

白蛋白，这种肝脏高度人源化的小鼠为人类肝炎病毒研究、药物代谢研究提供更加可靠的体内模型。研究组还发现

hiHeps 细胞长期移植后不会导致肿瘤的形成。更为重要的是，处于转分化中间状态的细胞具有极强的增殖能力，可在肝

细胞功能成熟前扩增超过 106 倍，这意味着仅利用一滴血体积的人体细胞就可获得与人成体肝脏器官相当的人肝脏实质

细胞数量，这一特征使得临床运用 hiHeps 进行细胞替代治疗极具应用前景。 

这项工作首次表明细胞命运决定因子与细胞功能成熟决定因子的组合可以实现细胞功能的完全成熟，从概念上为解决其

他细胞类型的功能成熟问题提供了突破性的新思路。此项新技术使得在体外高效获得大量功能成熟的人肝脏实质细胞成

为了可能，为人肝脏实质细胞在药物研发、治疗肝功能衰竭的疾病、建立人源化肝脏小鼠疾病模型等方面的广泛应用提

供了全新的细胞来源。 

 

4. 肿瘤和转化医学领域 

Targeting the Tumor Microenvironment with Interferon- β 

Bridges Innate and Adaptive Immune Responses（Cancer Cell） 

2014 年 1 月 13 日，发表在《癌细胞》（Cancer Cell）杂志上的

一项研究中，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傅阳心课题组首度提出

IFNβ靶向肿瘤治疗的新策略，即重建肿瘤微环境固有免疫和获

得性免疫的协同作用、消除顽固耐药癌症。该突破性研究成果为

优化靶向免疫治疗开辟了新途径，同时给抗肿瘤药物研发和临床

肿瘤治疗带来深远影响。 

研究中，傅阳心团队创建了加载 I 型干扰素(IFNβ)的融合性肿瘤

抗体(Ab-IFNβ)。该治疗策略通过重新激活和链接肿瘤微环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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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抑制的固有免疫和获得应免疫机制，打破肿瘤免疫耐受状态，较之第一代抗体能够更加有效地控制耐药肿瘤生长。 

进一步的机制研究证明，免疫治疗中 Ab-IFNβ直接靶向肿瘤微环境内的树突状细胞，通过增强抗原的交叉提呈来重新活

化 CTL。此外，Ab-IFNβ治疗能够诱导 PD-L1 信号通路的阻断，克服了治疗获得性药物耐受，彻底清除已经建立的肿

瘤组织。 

 

5. 基础分子生物学调控领域 

Mixed Lineage Kinase Domain-like Protein MLKL Causes Necrotic 

Membrane Disruption upon Phosphorylation by RIP3（Molecular Cell） 

2014 年 4 月 10 日，发表在《分子细胞》（Molecular Cell）杂志上的一

项研究中，来自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美国西南医学中心等处的研究人

员发现了细胞程序性坏死通路中关键蛋白：RIP3 的特异性底物蛋白

MLKL，参与细胞程序性坏死的具体分子机制，这将有助于深入探索细

胞程序化坏死作用过程，也为检测细胞程序化坏死提供了新工具。文章

的通讯作者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王晓东教授。 

王晓东实验室曾在 2009 年发现 RIP3 是在细胞程序性坏死通路必不可少

的信号传递蛋白，之后他们又利用精密的蛋白分析与化学生物学手段，

在 2012 年发现了 RIP3 的特异性底物蛋白 MLKL。 

当时王晓东实验室是在 Cell 杂志上连发了两篇文章，揭示了 MLKL 蛋

白在细胞坏死中起着关键性作用。这是有关这一蛋白研究的第一篇文

章。他们证实在 RIP3 介导的细胞坏死信号通路中，MLKL 扮演着 RIP3 激酶其中一个底物的角色。与此同时，他们还

筛选得到一个抑制细胞坏死的小分子化合物，通过特异识别 MLKL 阻止坏死信号的传导。 

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又进行了深入探索，详细描述了 MLKL 的磷酸化是如何导致了细胞程序化坏死的分子机制。

MLKL 的磷酸化使其从单体状态向多聚体状态的转化。多聚化的 MLKL 可以结合磷酸肌醇(phosphoinositides)和心肌磷

脂(cardiolipn)，从而由细胞质转移到细胞膜和细胞器膜上；并在这些膜结构中形成通透性孔道，从而破坏膜的完整性，

引起细胞坏死。 

同时这项研究还介绍了王晓东实验室与 Epitomics 公司合作开发的能特异识别人源 p-MLKL 磷酸化的单克隆抗体，并证

明这一磷酸化抗体可作为标识，用于检测在体外培养的人源细胞和人体组织中细胞程序性坏死是否发生。 

 

 

 

 

在此次评选中，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以及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入选了

年度机构。 

根据生物探索 2014 年的 CNS (Cell/Nature/Science) 的统计，去年全年我国科学家共在《细胞》及其子刊中发表了 223 篇

论文，其实单月最高的数量为 45 篇。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2014 年共《细胞》及其子刊上发表了 64 篇，北京

大学发表了 51 篇，清华大学发表了 41 篇，上海交通大学发表了 42 篇，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发表了 9 篇。 

此外，就近五年我国机构在 CNS 上的总发文量看，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以 227 篇位居榜首，北京大学与清华

大学分别以 192 篇和 169 篇排在第二和第三位。上海交通大学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近五年的总发文量分别为 127 篇和

35 篇。 

 

2014 中国年度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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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亚洲流体包裹体研究国际会议在西安召开 

撰稿人：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第五届亚洲流体包裹体研究国际会议（ACROFI-V）于 2014 年 5 月 16-18 日在西安召开。会后（5 月 19-20）对秦岭进行

了为期 2 天的野外地质考察。会议由南京大学和长安大学联合主办，中国科学院矿产资源重点实验室协办。组委会主席

为南京大学的倪培教授。 

会议共收到该领域学术论文 155 篇。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瑞士、意大利、俄罗斯、印度、阿尔及利

亚、伊朗等 10 个国家，包括国际著名流体包裹体专家 Christoph A. Heinrich、Robert J.Bodnar、Benedetto De 

Vivo 、Maria Luce Frezzotti、Jean Dubessy、Sergey Smirmov 等教授在内的 34 名国外科研人员，与我国 148 名科研

工作者进行了热烈而愉快的学术交流。 

会议的设置了六个方面的议题：1.热液系

统和成矿过程的流体作用。2.沉积系统和

油气聚集过程的流体作用。3.岩浆过程的

熔体和流体及成矿作用。4.变质变形过程

流体作用。5.表生过程的流体作用。6.流

体包裹体热力学和新进展。 

ACOOFI-V 会前（5 月 10-14 日）在南京大

学举办了 5 天的“fluids in the earth”

流体包裹体短训。美国费吉尼亚理工学院

的 Robert J.Bodnar 教授、意大利费德勒

二世大学的 Benedetto De Vivo 教授、美

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 James D. Webster 教授、意大利米兰大学的 Maria Luce Frezzotti 教授和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

学的 Leonid Danyushevsky 教授，围绕流体、熔体包裹体研究的基本原理与方法、极其在岩石学和矿床化学方面的应

用，为学员们进行了精彩的讲座。共有 95名学员参加了培训（8名俄罗斯学员、3名印度学员，84名中国学员）。 

ACROFI 会议为国际矿物学会倡议，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指导下，我国学者创办的系列国际

会议（每两年一次）。首届 ACROFI 会议于 2006 年在南京大学召开，第二届 ACROFI 会议于 2008 年在印度 Kharagpur 召

开，第三届 ACROFI 会议于 2010 年在俄罗斯 Novosibirsk 召开，第四届 ACROFI 会议于 2012 年在澳大利亚 Brisbane 召

开。 

为了更好地交流学术成果，本次会议组织了

两个英文专辑，分别为倪培教授（南京大

学）任 Guest Managing Editor 的 JGE 专

辑，和池国祥教授（Regina University, 

Canada）任 Guest Managing Editor 的 AGS

专辑。ACROFI-V 会议交流的具有代表性的重

要论文将被收集在 Journal of Geochemical 

Exploration 的 “Fluid and Melt 

Inclusions”专辑，以及 Acta Geologica 

Sinica (English Edition) 的 “fluid 

inclusion research”专辑中。预计两个专

辑会在 2015 年出版，目前投稿已经结束，

有关论文正在评审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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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南京-悉尼化学研讨会：超分子和药物化

学”在我校成功召开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在金陵万株腊梅花盛开之季节，由我校化学化工学院

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化学学院主办的“第一届南京-悉

尼化学研讨会：超分子和药物化学”（ The 1st 

Nanjing-Sydney Joint Chemistry Symposium ：

Supramolecular and Medicinal Chemistry）于 2015

年 3 月 14 日在我校唐仲英楼召开，出席会议共 90 余

人。副校长潘毅教授，化学化工学院执行院长黎书华

教授，副院长夏兴华教授，院长助理胡文兵教授，悉

尼大学理学院院长 Trevor Hambley 教授，悉尼大学化

学学院院长 Katrina A. Jolliffe 教授等出席了会

议。开幕式由配位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左景林教

授主持。副校长潘毅教授致开幕辞，并代表南京大学

向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向悉尼大学的客人表

示诚挚的欢迎。他回顾了南京大学和悉尼大学富有成

效的合作，希望会议的召开进一步推动双方化学及其

相关学科的实质合作。Trevor Hambley 教授致辞，作

为理学院院长和化学家，他积极支持和推动双方科研

和教育的合作，并确信会得到丰硕的成果。黎书华教

授致欢迎辞中，强调化院学科更加加强国际交流和合作，这是继 2014 年 10 月签署关于化学学科合作谅解备忘录后，本

次化学合作研讨会是落实该协议的第一步，南京方面积极推动两校化学学科的合作。来自悉尼大学 Trevor Hambley 教

授、Katrina A. Jolliffe 教授、Cameron Kepert 教授、Elizabeth J. New 博士、Alice E Williamson 博士和 Anna 

Renfrew 博士 6 位学者和化学化工学院的郭子建教授，刘震教授、肖守军教授、沈珍教授、赵劲教授，张艳教授 6 位学

者于会上应邀作学术报告。与会学者为参会者呈现了精彩纷呈的学术盛宴，会议围绕超分子化学、药物化学、药物转

运、功能分子和材料化学、仿生合成化学、化学生物学等科学前沿展开热烈的学术讨论。 

3 月 15 日上午，由夏兴华副院长主持,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代表团和我校化学化工学院部分学者黎书华教授、朱成建教

授、胡文兵教授、左景林教授、肖守军教授、刘震教授、沈珍教授，赵劲教授和王乐勇教授等就双方本科生的交流和培

养、教师交流和学术合作，国际化课程建设、教育部国际联合实验室发展等进一步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双方同意将以

上建议形成谅解备忘录。并初步确定“第二届南京-悉尼化学研讨会：功能分子与材料”于明年五月在悉尼举行。 

本次会议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了南京大学和悉尼大学化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合作关系，使“悉尼-南京化学科学合作”战略跨

入了新的纪元，是近年我院实施的高层次国际学术交流战略的重要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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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地球内部结构示意图（不是实际比例）。研究发现地球内

核包括最中心的内内核（红色）和外内核（橘色），内内核中

晶体排列快轴方向（线条）靠近赤道面，与外内核南北向的快

轴有着近乎垂直的差异。 
 

我校“千人计划”宋晓东教授团队发现地心癿惊

奇奥秘 

撰稿人：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我校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千人计划”宋晓东教

授团队在利用大地震尾波自相关技术在研究地球

内核各向异性的结构中取得突破性进展。2015 年

2 月 9 日该成果以我校地球物理与动力学研究所和

内生金属矿床成矿研究机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为第

一单位发表于世界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

学）》（Nature Geoscience）。 

地球内核虽然只有不到整个地球半径的五分之

一，比月球稍小，但是其地震波速结构是人们理

解液态外核结晶慢慢形成固态内核这一过程以及

地球磁场演化的重要观测基础。利用大地震激发

的穿过地核的波，过去一般认为地球内核有着几

乎平行于地球自旋轴（南北向）的各向异性快轴

方向。然而，由于大地震往往只分布在板块边

界，通过内核的最中心部分很难被地震台站记录

到。 

在中国自然基金重点项目资助下，宋晓东教授、

王涛博士后、夏晗硕士生在国际上首次利用大地

震尾波自相关技术成功提取出从台站出发穿过内

核再从台站对顶处反射回到台站以及在内核下表

面反射一次的两个震相。在系统性分析处理全球

1992 年到 2012 年 20 年数据，他们首次发现地球

内核最中心部分（半径约为内核一半的“内内

核”）有着近赤道面的各向异性快轴方向，这与

内核外部（“外内核”）南北向快轴有着近乎垂

直的差异（见示意图）。另外内内核所展示的各

向异性形式也与外内核有着很大差异。这就意味

着内核可能含不同铁相并且固态内核的结晶和演化经历过完全不一样的状态或者过程。 

该项成果为人类认识地球最中心的组成、结构、和演化过程提供崭新的信息。同时，该研究所用的方法利用大地震之后

全球存在的尾波“噪声”，无需特定地方的震源，极大克服传统方法中地震在空间分布上的限制，提供前所未有的采样

覆盖，为探索地球深部的奥秘提供新的强有力的手段。 

王涛 2013 年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毕业，受宋晓东教授引进加入南大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做博士后。该论文是南京大

学和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合作研究的成果，以王涛为第一作者，宋晓东为第二作者兼通讯作者，夏晗为第三作者。 

文章详情请见：http://www.nature.com/ngeo/journal/vaop/ncurrent/full/ngeo23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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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化学学会志》报道朱俊杰课题组在单颗粒纳米探针

用于实时追踪单细胞自噬全过程方面癿最新研究进展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朱俊杰教授课题组在单颗粒纳米探针用于实时追踪单细胞

自噬全过程方面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其研究论文“Single Gold@Silver 

Nanoprobes for Real-Time Tracing the Entire Autophagy Process at 

Single-Cell Level” 于 2015 年 1 月 21 日在线发表于 《美国化学学会

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2015, 137, 1903− 1908, 

DOI: 10.1021/ja5112628），该论文的第一作者是 12 级博士研究生陈子

轩、通讯作者是闵乾昊博士和朱俊杰教授。 

 

细胞的自噬作用是一

种自我保护机制，用

于在饥饿或应激条件

下维持细胞正常新陈

代谢所需的营养及能

量。细胞自噬全过程

的实时监测与分析对

研究人类病理学机

理、开发新型药物、

拓展自噬调控方法等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目前对于细胞自噬的主要

检测方法，包括蛋白质印记分析（Western blot analysis）以及绿色荧

光蛋白标记 Atg8/LC3 作为探针的荧光分析法，均很难满足实时、长

期监测的目的。因此开发新型无损、实时、长期稳定的细胞自噬监测

手段十分必要。细胞的自噬过程主要受活性氧小分子（ROS）调节，

特别是超氧自由基（Superoxide radicals）。当细胞处于饥饿状态时，

线粒体介导的氧化磷酸化变得不完全，从而导致超氧自由基产生量的

上调，从而诱导细胞发生自噬。因此，实时分析细胞内超氧自由基的

水平有望成为追踪细胞自噬过程的有效手段。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朱俊杰教授课题组合成了一种专一识别肿瘤细胞

的表面等离子体激元共振（SPR）光学纳米探针，该探针为表面修饰

聚乙二醇（PEG）以及特异性识别肿瘤细胞的精氨酸-甘氨酸-天冬氨

酸-半胱氨酸多肽序列（RGDC）的金核银壳纳米棒，如图 1 所示，在

超氧自由基的氧化作用下，探针的外层银壳被刻蚀，形成了类似骨头

形的纳米结构。该结构具有较高的长径比，从而导致探针纵向表面等

离子共振波长发生红移。因此，根据探针光谱的红移速率可以获得超

氧自由基的实时浓度及细胞自噬的相关信息。图 2 中，结合探针的

HeLa 细胞在饥饿条件下培养 2 小时，细胞发生自噬，产生的大量超氧自由基导致探针光谱的红移（图 2c-e）。作为对照

试验，在正常的条件下培养的 HeLa 细胞中，探针的光谱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图 2h-j）。因此，通过观察探针光谱的

变化可以实时监测细胞的自噬进程。实验结果表明，细胞内超氧自由基通过调节自噬体的生成来控制细胞自噬。 

 

该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 21335004, 21205060, 21427807）和纳米科技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No. 

2011CB933502）的支持。 

图 1. 金核银壳纳米棒 

图 2. 细胞自噬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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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学院陆延青、胡伟等在太赫兹电光元器件方面

取得重要进展 
 

撰稿人：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卢妮娜 
 

最近，我校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陆延青教授研究组在利用液晶实现宽带可调太赫兹波片的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报

导该研究成果的题为"Broadband tunable liquid crystal terahertz waveplates driven with porous graphene 

electrodes"的论文，于 2015 年 2 月 27 日发表在 Light: Science & Application 上 Light Sci. Appl., 2015, 4, 

e253. 

由于技术与材料的限制，频率处在 0.1 到 10 THz 之间的电磁波（即太赫兹波）在研究上一度成为电磁波谱上的空白。近

年来，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科学家逐渐在太赫兹波产生、传输和检测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太赫兹波由于其

独特的优点，有望成为物质结构分析、生命医疗探测、高效绿色安检和高速无线通信的全新手段，并在天文观测、空间

通讯和精密光谱测量等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太赫兹研究与日俱增，但适用于该频段的光子学器件，尤其是可调控器件依然是一个挑战。液晶材料具有宽带可调的特

性且拥有成熟的工业技术基础，因而基于液晶的太赫兹可调器件研究引起了科研人员的广泛关注。寻求成熟的可见光与

通讯波段元器件（如：开关、衰减器、滤波片、偏振控制器、路由器等）在太赫兹频段的直接对映，并以此实现对太赫

兹波的操控，已成为科技工作者的追求。但一直来该领域的研究面临着几个难题：一，可见光和通讯波段通常采用的透

明导电薄膜如氧化铟锡（ITO）等在 THz 频段变得不再透明，因而在施加电场方面遇到严峻的挑战；二，液晶材料的双折

射率随波长增加而减小，在 THz 频段显著降低，而 THz 波的波长又是可见光的成百上千倍，要达到同样的位相调制量，

所需的液晶和厚度要达到毫米的量级，使得液晶的均匀配向无法实现。上述两个瓶颈严重的阻碍了该领域的发展。 

在该工作中，研究者系统解决了上述问题，并提出了一整套实用的解决方案。本工作选取进行相位延迟和偏振转换的基

本元件——波片作为实例。液晶盒采取了一种独特的结构设计：1. 选用亚波长金属线栅同时作为高透过电极和内置起偏

器；2. UVO 处理的多孔石墨烯作为无偏振依赖特性的高透电极（>98%）； 3. 非接触式光控取向作为无损伤的液晶配向

技术；4. 自行开发的在 THz 频段低吸收损耗、大双折射率的液晶材料 NJU-004 作为填充液晶材料。最终在 250 μm 较小

盒厚的条件下，实现了 0.5-2.5 THz 宽带低电压连续调谐的 THz 波片，并验证了其偏振调控特性。在小体积、集成化、

高效率、低能耗的实用液晶 THz 元器件方向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实现了液晶材料与 THz 技术的完美结合，在 THz 通

信、传感探测、分析、成像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该工作得到了液晶界著名学者 UCF S. T. Wu 教授的高度评价, “Great progress and exciting results. ……You 

have solved very important problems in polarizer, transparent electrodes, LC materials and LC alignment. 

These are all very crucial to this emerging field.” 审稿过程中也得到了三位审稿专家的一致好评：“In this 

manuscript, the authors demonstrated a clever approach to solve a tough problem of liquid crystal-based 

Terahertz phase shifter. ……Overall speaking, this paper is not only scientifically exciting but also 

practically useful.”  “ A nice literature review was given on the LC and graphene based terahertz 

devices.” “……UVO-treated graphene film……together with the high-quality liquid crystal developed by 

the authors, leads to a practical terahertz waveplate with the desired compactness, high efficiency and 

wide tuning range. This work is thus of general interest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本论文王磊和林晓雯为共同第一作者，胡伟副教授和陆延青教授为共同通信作者，南京大学作为第一单位与南京工业大

学、清华大学合作完成。我校电子学院吴培亨院士和金飚兵教授团队为不但该研究做了重要的指导也在测试方面做出了

具体贡献。该研究得益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 973 项目的资助，同时离不开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太赫

兹科学协同创新中心、学校 985工程、江苏省优势学科建设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等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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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THz液晶可调波片测试及偏振转换的验证 

图 1. THz液晶波片示意图及电极透过率 图 2. THz液晶可调波片测试及偏振转换的验证 

杂志介绍：Light: Science & Applications 是由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与 Nature

出版集团合作出版的光学期刊（双周刊）。于 2012 年 3 月创刊，致力于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光学研究，刊载

光学领域基础、应用基础以及工程技术研究及应用方面的高质量、高影响力的原创性学术论文和综述文章。

已获创刊首个影响因子 8.476（2013），并在不断提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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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院有关“原位法制备具有宽光谱透过率和高电

导率癿金属钠米线网络柔性透明电极”癿研究工作在

ACS Nano 发表 

撰稿人：物理学院 包春雄、于涛 

 

透明导电薄膜电极是触控面板、平板显示、半导体照明和太阳电池等现代光电子器件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组件，是现代光

电子产业研发的关键材料。目前被广泛应用的透明导电电极主要为掺锡氧化铟（Sn:In2O3）薄膜，简称 ITO。ITO 是一种

重要的金属氧化物，具有良好的可见光透明及导电性能。然而随着柔性、可穿戴光电子器件的兴起和迅速发展，ITO 材

料成本高、抗弯曲性能差及透过光谱较窄等缺点也明显暴露出来。因此，近年来人们尝试采用石墨烯、导电聚合物等材

料或者利用碳纳米管、金属线等编织的网络结构来替代相应光电子器件中的 ITO 薄膜。其中金属网络透明导电薄膜具有

柔性、导电性和光透过性优良等特点，而且其材料成本较低，是目前有关透明导电薄膜电极的材料研发热点之一。 

制备金属网络透明薄膜通常采用比较简单的化学方法，即先制备出具有较大“长径比”的金属纳米线，再将其分散于相

应透明基底即可获得。该方法虽然简便易行，并易实现薄膜的大面积化，然而，由于纳米线间存在接触电阻，制得的透

明导电薄膜在导电性、与基底间的附着性方面性能均不理想。最近有研究者提出采用模板法直接制备整块金属网络透明

薄膜，通过有效消除金属纳米线间的接触电阻，从而提高薄膜的导电性能。但是该方法需要先制备金属网络然后再将其

转移到透明基底上，转移过程极易对脆弱的金属网络造成损坏，严重影响其作为透明导电薄膜的性能。 

我校物理学院环境材料与再生能源研究中心的太阳光子转换（Solar Photon Conversion，SPC）研究小组最近利用原位

法直接在透明基底上成功制备出金属钠米线网络柔性透明电极，并证明该方法制备的电极具有宽光谱透过率和高电导率

等优异性能。在这项工作中，首先在透明基底上利用 PVD 法直接沉积一层厚度适当的金属薄膜，然后利用静电纺丝技术

将聚合物丝网纺织到金属薄膜上作为掩模板，最后用离子束刻蚀金属薄膜从而在透明基底上原位获得柔性金属网络透明

导电薄膜。由于离子束刻蚀具有良好的方向性，实验证实，该刻蚀过程能够非常有效地将聚合物丝网的图形转印到金属

薄膜上，从而在基底上获得一片完整的金属网络。而且，由于是对沉积在透明基底上的金属薄膜直接刻蚀获得金属网

络，没有转移过程，所以能够有效避免转移过程对金属网络造成的损坏，这在制备大面积的金属网络透明导电薄膜时显

得尤为重要。实验数据证明，用这种新方法获得的金属网络具有宽光谱透过率和高电导率等优异性能。对于 400nm 厚的

金属银网络，其光透过率为 91.1%时，膜电阻可低至 2.2 Ω sq-1。对其进行光谱透过率测量表明，从 200nm 深紫外直到

2000nm 近红外光谱范围内，这些金属网络均呈现出高透过率值，这一特性表明其在特殊器件，如紫外光探测器、近红外

探测器和宽光谱响应太阳电池等的应用中具有潜在的重要应用价值。研究组还利用 FDTD 方法对如何设计金属网络结构参

数以获得最佳透明导电性能进行了数值计算和模拟。进一步的实验证实，这种原位法也可在柔性塑料基底上制备出金属

网络，对其进行柔性测试发现金属网络透明导电薄膜有优异的抗机械弯曲性能。最后，以这种金属网络透明薄膜为电

极，研究组成功演示了其在紫外可见光探测器（利用新型钙钛矿材料-碘化铅甲胺（CH3NH3PbI3）作为光电转换层）和四

线 电 阻 式 触 控 显 示 器 面 板 等 器 件 中 的 应 用 。 以 上 工 作 发 表 在 2015 年 的 ACS Nano

（http://pubs.acs.org/doi/full/10.1021/nn504932e）上。在论文投稿和修改过程中，审稿人对这项工作给予了高度

评价：“ I find this work really interesting”、“  This article i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literature and is appropriate for publication in ACS Nano”。 

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为物理学院 2013 级博士研究生包春雄、杨洁，通讯作者为物理学院于涛教授。这项工作得到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技部 973 项目、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以及南京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等的资助。

有关 FDTD 的数值计算和模拟工作得到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秦亦强教授研究组的合作帮助。特别感谢人工微

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微加工中心邱凯博士高级工程师的实验技术支持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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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利用静电纺丝技术结合离子束刻蚀的原位法直接在透明基底上成功制备出金属钠

米线网络柔性透明电极。该电极具有从 200nm 深紫外直到 2000nm 近红外宽光谱透过率

和高电导率，并具有良好的基底附着性和抗机械弯曲性质。在紫外光探测器、近红外探

测器和宽光谱响应太阳电池等方面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图 2. 利用金钠米线网络柔性透明电极制备的新型钙钛矿材料材料-碘化铅甲胺

（CH3NH3PbI3）光探测器具有紫外至可见光波段的光谱响应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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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流期刊论文精选-《Science》杂志精选：地壳

留下冰河时代印记 
撰稿人：中国科学报 2015 年 2 月 13 日 

近日，科学家发现，冰河时代在地球厚厚的海洋地壳上留下了印记。在冰河时期，海平面较低，从大洋中脊喷涌出的岩

浆形成了原始地壳。但在温暖时期，海平面升高，新地壳的产生就受到阻碍，比如现在。 

“我们知道火山会对气候产生影响。而我们在探索的则是气候循环也会影响海洋火山作用。”该研究参与者、英国牛津

大学地球物理学家 Richard Katz 说。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科学》杂志。 

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已经发现了这对

澳大利亚和南极地区之间的海底山丘

链产生的作用。Katz解释道，原因是

更高的海平面会对海底下方的地幔产

生更大压力。这似乎能在熔岩和气体

喷发时，放慢它们从地幔向大洋中脊

的运输速度。 

轴倾角和绕日运行轨道的周期性变

化，促使地球在过去 200万年间，连

续交替出现冰河时代和温暖时期。在

冰河时代，更多的水被“围困”在陆

地上，结果是海平面比温暖时期低

100 多米。而 Katz指出，这就使得海

洋地壳增厚了约 800米（即增加了

10%）。 

不过，人为气候变化将不会强加给这一模型更多的额外变化。从地质学角度而言，目前的海平面已经很高。而科学家必

须辗转很长时间，以辨别现在海平面上升对海洋地壳产生的影响：由于岩浆从地球内部缓慢向地表蔓延，因此，海平面

变化和地壳厚度峰值的响应之间相隔的时间可能约为 5万年。 

科学家已经知道冰川压力变化，会影响大陆板块下方地球上地幔中发生的事情。例如，人们认为冰川消失会强有力地增

加地幔熔化和冰岛下方的火山作用。但许多地质学家怀疑，海平面变化的单独作用，能否对深海海底的山脊区域产生相

似的影响。 

但 Katz 和同事的估算结果显示，海平面变化可能间或影响蔓延在海底山脊地区的洋壳的厚度。而这种影响是复杂的：它

取决于海平面、海平面上升或下降的速率、岩浆从地幔上涌的速率以及洋壳从大洋中脊向两侧延展的速率。 

然后，该研究小组通过检验澳大利亚—南极洋脊海床的两个区域验证了该假设，韩国破冰船全洋号于 2011年和 2013年

对该区域进行了调查。这里分布着海拔约有 200米的狭长海底山脉。（Katz表示，洋壳厚度的变化需要产生约 800米的

山峰；大部分地壳淹没在了地幔中，就如同一座浮动冰山的大部分位于水下。） 

地震活动、沉积作用、火山和海底扩展的混合作用形成了这些海底山峰。但研究人员表示，排列在该地区洋底深海平原

边的山丘，似乎存在一个明显的地壳厚度变化模式，它们对应于 2.3万、4.1万和 10 万年的米兰科维奇周期——即触发

某些冰期的地球轨道及倾斜的变异。 

“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发现，而且对理解海洋地壳的形成非常重要。”未参与该研究的美国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地

质学家 Ken Macdonald 说。“它很有说服力。”麻省理工学院海洋学家 Carl Wunsch 说。 

而近日发表于《地球物理研究通讯》上的另一篇论文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物理学家 Maya Tolstoy还发

现，火山活动沿着东太平洋海隆（墨西哥离岸海域的海洋山脉）周期性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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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nsch 表示，可以想象，检验地壳厚度变化将提供针对过去冰川周期的新理解，并帮助科学家更好地洞察之前所发生的

海平面变化。同时，去年夏天，研究人员在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离岸水域胡安·德·富卡洋中脊实施的高分辨率地形测

量，也为牛津大学研究小组提供了进一步检验假设的机会。“我们很快会对数据进行分析。”Katz说。 

最新一流期刊论文精选-《ACS Nano》杂志精选：

超分辨荧光蛋白开发研究获进展 

撰稿人：科学网 2014 年 12 月 29 日 

绿色荧光蛋白（GFP）的发明因其能够

提供对于活细胞和活体动物的靶向基因

修饰标记而获得 2008 年诺贝尔化学

奖。进一步，由基因改造的光激活荧光

蛋白（PA-FP）能够提供单分子特性，

而实现了超分辨显微，使得这一技术获

得 2014 年诺贝尔化学奖。随后，超分

辨的发展向着活细胞动态超高时空分辨

率显微迈进。其中，光学涨落超分辨成

像技术（SOFI）因其可以突破单分子发

光限制，同时实现多个荧光分子高速成

像而迅速成为国际关注的热点。 

最近，北京大学工学院席鹏课题组与中

科院生物物理所徐平勇课题组、华中师

范大学彭建新课题组联合攻关，研发了

一种可以用于高速活体细胞超分辨率显

微的荧光蛋白，并将其命名为 Skylan-S。这一染料的显著特点是，它比现有的适用于 SOFI 成像的荧光蛋白 Dronpa 的亮

度高 6-8 倍，涨落动态范围高 4 倍，同时具有极高的光学稳定性和开关特性。同时，Skylan-S 是一种单体，因此能够用

于活细胞成像。基于这些特性，科学家们将其应用于 SOFI 和 PALM 超分辨成像中。在 SOFI 成像中，获得了 1.5 秒的超高

时空分辨率成像（每帧 3 毫秒，500 帧进行 SOFI 重构），可利用 4 阶 SOFI 获得 CCP 的环状结构，空间分辨率好于

100nm。同时，Skylan-S 能够动态观察亚细胞结构 60s 以上。而 Dronpa 在第一帧就无法实现这一高分辨率，在 30s 中超

过一半染料被漂白。利用 Skylan-S 和 Dronpa 分别标记细胞的肌动蛋白丝，证明 Skylan-S 能够以丰富灰阶显示不同标记

浓度的蛋白丝的精细结构，而 Dronpa 则仅能提供信噪比非常有限的图像。Skylan-S 同时具有很好的单分子特性，适用

于 PALM 成像。同时，它也广泛适用于传统的共聚焦和双光子成像。 

Skylan-S具有比 Dronpa 更高的光强和涨落范围，使其更适合于高阶 SOFI超分辨显微 

这一工作近期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 ACS Nano 上，第一作者为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博士生张茜和北京大学的博士生陈轩

泽。该工作得到国家“973”计划、国家重大仪器发展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中科院基金等的

资助。 

席鹏课题组致力于超分辨率显微成像方面的研究，2015 年以来发表的工作有：通过逆复用实现光谱分离的联合标记

SOFI，发表于 Nature 出版的 Scientific Reports 期刊；利用转盘式共聚焦的层析能力与多种超分辨模态结合（3D-

MUSIC）实现的三维超分辨显微，发表于 Springer和清华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 Nano Research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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