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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进入首批“2011 协同
创新中心” 认定公示名单
撰稿人：社会科学处、2011 办
4 月 11 日上午， 教育部公布了“2011”计划的首批入选名单，并将进行为期 10 天的公示。由南京大学牵头，协同中
国南海研究院、海军指挥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 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中心、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等科研单位组
建的“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成功进入首批“2011 协同创新中心”认定公示名单，在 14 个中心中排名第二。
“2011 计划”又称为“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继“211”、“985”之后第三个体现国家
意志的战略性计划。和大家早已熟悉的 211、985 不同，这次国家重点扶持的不再是哪一所大学，而是一批跨界式的新
型主体，它们的名称叫做“协同创新中心”。
首轮申报的全国 167 个协同创新中心，都是由高校牵头，联合了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地方政府等优势资源。经过三轮
的严格认定，最终只有 14 个中心过关斩将，成为“2011 计划”首批国家协同创新中心。它们包含了科学前沿、文化传
承、行业产业和区域发展四大类，研究内容涵盖了量子物理、化学化工、生物医药、航空航天、轨道交通、新型材料、
纳米科技、现代农业以及司法文明、海洋权益等各个领域。这些研究方向体现了我国的重大需求，也是参与国际前沿竞
争的需要。
国家“2011 计划”的实施，为南京大学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进程中，提供了一个新的历史机遇。经过前期培育、正式
启动，在众缘和合之下，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经过大半年的运转，已初具规模。中心的发展目标是“打造集学术
创新体、高端智库、人才培养基地、国际交流对话平台四位一体的南海研究重镇”。南京大学将以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
新中心作为学校一系列机制体制改革创新的示范区，全面提升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方面的创新能力，增强办
学实力，为国家和民族做出更多的业绩。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是首批国家协同创新中心之一，由南京大学牵头，在外交部、
海南省、国家海洋局的支持下，联合中国人民大学、海军指挥学院、中国南海研究院、四
川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成立，2012 年 10 月正式揭牌，目标是打造
综合研究南海问题的中心平台。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将依托南京大学地理信息、海洋海岛研究、边疆史学、国际关
系、文献情报等方面的多学科优势，协同国内外相关研究力量，通过创新机制的改革，带
动南海问题的研究，为国家有关部门提供基础信息与决策支持服务。中国科学院院士、南
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授王颖出任中心主任。

2

科技信息 2013 年第 4 期（总第 190 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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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华晔
上学期，受江苏省科技厅委托，学校科技处组织专家对我校承担的 9 项省自然科学基金创新学者攀登项目进行了验收。
经过经费审计、材料审核、工作汇报、专家质询，9 个项目均顺利通过验收。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创新学者攀登项目以
培养国内外杰出科学家为目标，支持省内高层次科研人才面向江苏地方需求自由选题开展创新研究，攀登科技高峰。该
类项目全省分三年共启动 100 项，我校获批 29 项。
从本期开始，将陆续介绍这 9 项省自然科学基金创新学者攀登项目。

“金属微纳结构的自组织生长机制及其物性研究”
（BK2008012，项目负责人：物理学院王牧教授）
表面等离激元（SPP）是入射电磁波与金属表面的自由电
子耦合而形成的局域在金属表面上的倏逝波，它被作为表
面/界面的分析手段已经被研究了几十年。近年来随着亚
波长光学和纳米技术的发展，人们对表面等离激元的研究
兴趣大增。其中直接推动力之一是用于化学、有机和生物
分子探测的传感材料和结构。当化学或生物分子吸附在金
属表面，或通过荧光激发，或通过透射谱/发射谱上峰位
的移动，可实现分子的高灵敏度探测。此外，当两个金属
结构之间的间距在纳米量级时，缝隙间的电场强度会急剧
增强，而表面增强拉曼散射(SERS)的强度是与电场的四次
方成正比的，因而分子的拉曼散射信号将增强 10^10 倍，
可以用于单分子探测。实现此类高灵敏探测的关键是利用
精密微纳加工技术制备出具有特定形状的金属纳米结构。
推动该研究领域发展的另一动力是光电子产业的发展。光
学器件微型化和集成化带来的衍射极限要求器件的横向尺
度，而要突破这个极限，人们开始在传统的光学介电材料
之外寻求出路。人们预期局域在纳米金属线外层的表面等
离激元可能像光在波导中的传输一样，在光学器件微型化
和光电集成上起重要作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研究了自组织生长具有周期结构的金
属铜线阵列中的分叉率和空间周期调控等基础问题，实现
了金属线周期、线宽和分叉率的调控；通过聚合物相分离
实验参数的控制，实现相分离小岛尺寸的均匀化, 制备具
有特定物理参数的光学谐振微腔阵列；系统研究电磁波在
具有不同周期纳米结构微腔阵列和金属线阵列中的传播规
律，探索这些结构在中远红外波段作为分子探测和高分辨
成像等光电探测器件应用的可能性。项目计划完成中国专
利 3 项，其中一项已获批准，2 项在审理中；完成高水平
SCI 刊 物 上 发 表 论 文 31 篇 ， 其 中 材 料 学 顶 级 期 刊
Advanced Materials 4 篇；物理学顶级期刊 Phys. Rev. Lett. 2
篇；应用物理顶级期刊 Appl. Phys. Lett. 7 篇。此外还有
Phys. Rev. 系列的论文 6 篇。项目完满完成了预定目标。
项目负责人王牧教授 2012 年当选美国物理学会会士。

金属与介质表面的电子密度波传导机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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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诊断中纳米组装和多元标志物分析新方法与器件研究”
（BK2008014，项目负责人：化学化工学院鞠熀先教授）
二十一世纪纳米技术与生物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学科交叉，使复杂、微弱生命信息的获取方法得到快速发展，也使生物
标记物或者疾病相关生物分子的高效检测成为可能，为疾病的早期辅助诊断和疗效观察创造了条件。随着人们对自身健
康的需求，高灵敏多元生物标志物同时快速检测新方法在临床诊断领域已引起广泛关注。由鞠熀先教授承担的江苏省科
技计划创新学者攀登项目“分子诊断中纳米组装和多元标志物分析新方法与器件研制”(BK2008014)，瞄准纳米材料与器
件发展的前沿，利用已有的研究工作积累，设计了 5 种新型纳米探针合成的新方法，实现了多种纳米材料的生物功能化，
并合成出 5 种生物功能纳米粒子和新型探针分子，研制了 9 种疾病早期诊断新器件，建立了原创性的特效、灵敏、快速
的多生物标志物同时检测新方法，并进行了 26 种检测方法、新型探针与诊断器件在早期诊断方面的评估，为重要疾病的
分子诊断提供了全新技术。
该项目自 2008 年底立项以来，在纳米组装与电化学生物传感、免疫分析与多标志物检测、细胞分析与细胞表面糖基检测、
高灵敏基因检测等方面取得了系列原创性研究成果，发表 SCI 论文 44 篇，其中 IF>5.0 刊物 27 篇，>3.0 刊物 37 篇；申请
国家发明专利 5 项，获发明专利授权 7 项；出版英文专著 1 部，中文译著 2 部，中英文专著专章 8 章；论文已被 SCI 刊
物他人引用 558 次，最高单篇他引 130 次；国际会议邀请报告 26 篇次。相关内容是 1 项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2 项江
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2 项中国分析测试协会技术进步一等奖和 1 项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第 3 完成单位）的部分成果，
并培养博士 13 名、硕士 13 名，获 3 篇省优秀博士论文，1 篇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三年来，主持人成为 973 项目首
席科学家，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第三
期滚动等资助，项目形成了一支有国际影响的分析化学与临床分子诊断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的高水平创新团队。

电化学免疫分析

细胞表面糖基的表达量和动态变化检测的荧光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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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2012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项目简介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张云云
获奖成果名称：微生物基因工程可溶性表达及产物加工新技术
获 奖 情 况：

2012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主要完成人员：华子春 张红霞 孙启明 方雷 董晨 郑伟娟
主要完成单位：南京大学生命学院

内 容 简 介：
该项成果来源于国家科技攻关计划、“九·五”攀登计划、

该项目获得 1 项美国发明专利、7 项中国发明专利，专利

863 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的研究工作。

全部获得实施许可。已在美国、澳大利亚、台湾及内地

微生物表达体系具有操作简便、价格低廉、表达水平高等
优点，是基因工程首选表达体系。外源蛋白质在细胞中表
达、易形成无生物活性的包涵体、须经体外变复性才能获
得生物活性，因而成为微生物表达系统进一步应用的制约
因素。
该项目面对行业世界性技术难题，解决大肠杆菌包涵体产
物妨碍重组蛋白质药物生产的问题；同时建立我国自主知
识产权的基因工程表达载体和体系，改变我国基因工程表
达载体和体系多为国外引进的现状。该项目通过深入了解
蛋白质折叠过程、建立了微生物可溶性表达及后加工技术
体系，通过多环节调控蛋白质折叠的策略，有效解决大肠
杆菌包涵体难题，高效率低成本生产重组蛋白质药物。
该项目创新点在于：第一、在生产环节发明了多种基因工
程高效表达和不同层次助溶新技术及其集成：将添加稀有
密码子 TRNA 实现大肠杆菌高效表达与构建自主知识产
权的酵母表达系统相结合，较好解决了外源基因高效表达
问题：将构建不同原理的 3 种大肠杆菌可溶性表达新载体、
与多分子伴侣团队辅助细菌内重组蛋白质折叠新技术相结
合、加上低温发酵帮助折叠新技术工艺，组合成为有效的
微生物可溶性表达整合技术体系。第二、在制备环节发明
了基因工程表达产物分离纯化及后加工新技术及其集成：
通过构建大肠杆菌可溶性和表达新载体、建立 4 种亲和层
析介质新制备工艺和常用 2 种蛋白质工具酶生产菌株及纯
化工艺，建立了有效的表达产物制备和加工技术体系。

19 家研究机构或企业得到应用，2009-2011 三年内产生
直接经济效益为八千多万元。获得 2011 年度江苏省科学
技术一等奖。另外，该项技术显著提高了 60 多种重组蛋
白质的可溶性表达产量，已分别应用于现有产品工艺改进，
7 个新药、疫苗或监测试剂的研发，已成为国际生物技术
服务外包企业的销售产品和外包服务关键技术。同时也提
高了合作企业的科技水平，成功助推 1 个企业上市。
该项目发表论文 40 篇，其中 SCI 论文 21 篇，出版专著
2 部，论文被生物技术领域顶级 SCI 刊物他引 137 次。所
发表论文被 11 个国际发明专利列为参考文献，并成为美
国 Novagen 公司 2 个产品说明书的参考文献。该项目应
邀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做大会报告或专题报告 1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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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化学化工学院王乐勇教授
当选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目前是欧洲最大的化学学术团体，在全球范围内拥
有 47500 多名会员。
王乐勇教授于 2000 年在南京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
位。2000-2006 年，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
所、法国 Dijon 大学、德国 Mainz 大学、德国歌
德语言学院和德国 Erlangen-Nürnberg 大学从事
我 校 化 学 化 工 学院 有机 化 学 学 科 王 乐勇 教 授 于
2013 年 2 月 当 选 为 英 国 皇 家 化 学 学 会 会 士
(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FRSC)。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是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学会之一。学会
每年遴选英国及国际上在化学科学研究领域取得杰
出成就和为推动化学科学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
家为其会士（Fellow）。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
的化学学术团体，英国皇家化学会成立于 1841 年，

学习和科学研究，期间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
（2001）和德国洪堡基金（2003）资助。2005
年 12 月特别聘任为南京大学教授，2006 年 4 月
正式入职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后，开始筹建超分
子化学和智能材料研究小组，主要从事拓扑化合物
的设计和制备，超分子聚合物材料的构筑等具有功
能导向的超分子化学体系研究。目前王乐勇教授领
导的研究团队已成为国内和国际上活跃的超分子化
学研究小组之一。

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FRSC，英国皇家化学会成立于 1841 年，是世界上历史
最悠久的化学学术团体，是欧洲最大的化学科学团体，也是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国际权威学术机构之一，在全球范围
内拥有 44000 名会员。
目前，全球仅有 87 位杰出人士获“英国皇家化学会荣誉会士（Honorary Fellow）”，其中仅有三人来自亚洲，白春
礼院士则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作为全球范围内享有盛誉的荣誉称号，英国皇家化学会荣誉会士主要颁发给
三类人：在化学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对化学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的其它领域的科学家；对化学界作出重大贡
献的杰出人士，荣誉会士需要经过英国皇家化学会国际委员会正式投票选举产生，并通过著名媒体向全球公示。据
英国皇家化学会主席 Jim Feast 介绍，英国皇室宪章规定在全球范围内颁发的荣誉会士总数不得超过 120 人。

科技信息 2013 年第 4 期（总第 190 期）

7

“南京光电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中心”落户南京开发区
撰稿人：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3 月 15 日下午，“南京开发区重大项目签约仪式”
在南京紫金山庄会议中心隆重举行。南京市委书记
杨卫泽、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南京市副市长
华静、栖霞区委书记、南京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臧正
金、江苏省科技厅副厅长蒋跃建等领导出席大会，
共同见证了“南京光电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中心”
等四个重大项目的签约过程。
会上，洪银兴书记代表签约方致辞。他表示，服务
南京是落实南京大学服务江苏战略的重中之重，
“南京光电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中心”项目是南京
大学正式启动建设的第一个协同创新中心，也是校
府、校企合作的新尝试。以南京大学先进光电技术
为引领，以驻区企业为产业支撑，以开发区政策环
境支持为推动，必将带动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产
业升级，打造具有国际影响的南京“光电谷”。中
心的成立实现了光电科学研究和光电产业技术的强
强联合，体现了体制机制创新这一国家科技大会精
神和教育部协同创新计划的核心要求。

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张荣代表我校与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倪德龙共同签署“南京光电战
略性新兴产业创新中心”项目协议。
由南京大学、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共建的南京光电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中心，依托“南京大学半导体
节能器件与材料国家地方联合工程中心”和“固态
照明与节能电子学协同创新中心”，整合国内外优
质的创新资源以及开发区雄厚的产业基础，按照
“产业技术研究院+产业基金+产业化公司”的架
构，建设包括光电显示、存储、探测，半导体照明，
新兴功率电子器件以及相关材料、设备、系统集成、
标准制定等领域的研发及产业化基地，目标是建设
成为江苏省光电技术重大创新载体以及国际级协同
创新中心。

科技信息 2013 年第 4 期（总第 190 期）

8

第六届中法粒子物理实验室（FCPPL）学术研讨会
在我校举行
撰稿人：物理学院 陈申见、祁鸣
3 月 27 日至 30 日，第六届中法粒子物理实验室
（FCPPL）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举行。
出席会议的有法国粒子物理研究院院长 Jacques
MARTINO 教授、法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Michel
DAVIER 教授、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陈和生院士、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研究员，以及来
自中法两国相关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的 100 余名
科学家、研究人员与研究生代表等。会议开幕式上，
南京大学副校长潘毅致欢迎词，科技部基础研究司
杨旭东博士、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曹京华副局长、
法国驻上海领事馆领事 Frederic BRETAR 博士等
也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词。。
会议首先针对 FCPPL 现行的合作项目作出了总体
介绍，然后为在 Higgs 波色子发现的数据处理中
做出重要贡献、荣获优秀论文奖的袁丽博士颁奖。
会议的学术报告包括了 ATLAS 实验、CMS 实验、
Alice 实验、重味物理实验（LHCb 和 BESIII）、
天 体 粒 子 物 理 与 宇 宙 学 （ Astroparticle and
Cosmology）、加速器与探测器技术、计算机技
术等研究专题，内容广泛，涵盖了国内外正在开展
的主要粒子物理实验与理论研究工作。
FCPPL 的合作讨论始于上个世纪末，2007 年在中
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由中法双方共同正式发起，由
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代表中国科学院与法
方签署了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中法双方将在中国
北京和法国巴黎各成立一个联合研究实验室，在实
验室主任和联合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下，以项目为基
础展开中法双方共同感兴趣的研究工作；并经常性
地组织各种学术研讨会、科学家互访、学生交换等
交流活动，为提升两国在粒子物理领域的研究搭建
了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平台。目前，FCPPL 由法国
粒子物理研究院下属的多个实验室和大学、法国原
子能署、以及中国科学院和多所中国大学组成，南

京大学是其中主要成员单位之一。FCPPL 每年召
开一次年会，第一届会议于 2008 年由法国马赛粒
子物理研究所承办，第二届于 2009 年由位于武汉
的华中师范大学承办；其后一直由中方和法方的成
员单位轮流主办。
本次 FCPPL 学术会议结束后，FCPPL 联合实验室
指导委员会在 Michel DAVIER 院士和高能所陈和
生院士的主持下，审阅了 2012 年所有的合作项目，
并进行了总结与下一年度的工作安排。会议初步商
定，下届会议将于 2014 年由法国在 Strasbourg
举行。

中 法 粒 子 物 理 实 验 室 （ France-China Particle
Physics Laboratory，简称 FCPPL）是 2007 年 4
月 初中法两 国合作建立 的高能物 理 联 合 实 验
室。中方成员主要有中国科学院高能所、中国
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
南京大学等单位，法方成员主要为法国国家科
学院（CNRS）的国家核物理及粒子物理研究院
（IN2P3）和原子能总局（CEA）。该实验室主
要目的是促进在粒子物理、天体物理、加速器
物理和相关技术领域的科学研究的共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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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璎教授课题组在生物钟机制领域获重要进展
撰稿人：模式动物研究所

南京大学模式动物研究所徐璎课题组在哺乳类动物
生物钟机制研究方面又取得新的研究进展，相关研
究 成 果 “ Dual roles of FBXL3 in the
mammalian circadian feedback loops are
important for period determination and
robustness of the clock”已在线发表在（PNAS，
2013 ，doi ：10.1073/pnas.1302560110 ）上。
第一作者为模式所博士研究生时广森和邢丽娟。徐
璎教授和 UCSF 的 Louis Ptacek 教授为这一论文
的共同通讯作者。
生物钟又称昼夜节律，是指生命活动以近 24 小时
为周期的内在周期性节律。生物钟的重要性是：首
先它广泛存在于几乎所有的生物体内；其次是它几
乎影响了生物体的所有的生命过程，因此生物钟的
调控会对生物的生存或者人的健康带来极大的影响。
但是人们对构成生物钟的机制包括生物钟的三大要
素--周期、相位和振荡幅度如何决定以及它的调控
机制等基本科学问题并不清楚。徐璎课题组在发现
新的生物钟调控元件以及在小鼠模型的基础上，对
这些遗传小鼠展开了生物钟周期形成机制的深入研
究，发现了 F-box 蛋白 FBXL3 不仅作用在通常人
们认为的关键时钟基因 CRY 蛋白的降解上，而且
还作用在核受体（Rev-Erba）依赖的复合体上。
在此发现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产生 FBXL3 与
CRY1 或 CRY2 双突变小鼠，发现 FBXL3 作用在
CRY 上并调控生物钟振荡的幅度，而作用在核受
体（Rev-Erba）依赖的复合体上却对周期延迟起
到关键性作用，进而提出了生物钟的周期生成原理，
即生物钟的稳定性是依赖于多个转录元件的协调维
持的，它为生物钟与代谢等其它生理系统的耦联提
供结构上的基础。这一发现既为徐璎组与高翔组在
先 前 的 研 究 所 发 现 的 MAGED1 （ EMBO J ，
2010）核受体的调控因子参与生物钟的周期调控

提供了理论解释。同时也提示人们，如果想要主动
调控生物钟的周期，可能需要同时干扰不同元件的
连锁性。
该研究得到科技部重大科学研究计划以及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的支持。

图 1 显示了 FBXL3 作用在 E-box 与 RRE 元件上协同决
定生物钟周期。

生物钟概述：人体随时间节律有时、日、周、月、年等
不同的周期性节律。例如，人生物钟体的体温在 24 小时
内并不完全一样，早上 4 时最低，18 时最高，但相差在
l℃以内。人体的正常的生理节律发生改变，往往是疾病的
先兆或危险信号，矫正节律可以防治某些疾病。许多学者
的研究指出，按照人的心理、智力和体力活动的生物节
律，来安排一天、一周、一月、一年的作息制度，能提高
工作效率和学习成绩，减轻疲劳，预防疾病，防止意外事
故的发生。反之假如突然不按体内的生物钟的节律安排作
息，人就会在身体上感到疲劳、在精神上感到不舒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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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灶神星表面流体研究取得新进展
撰稿人：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张爱铖
行星和小行星表面和内部是否存在流体？流体具有何种成
分特征？流体的来源或者成因如何？流体又如何与岩石发
生相互作用？这些是行星科学研究最重要的一系列科学问
题。灶神星是火星和木星之间小行星带中的第三大小行星，
曾经被认为是个相当亏损挥发份的分异型小行星。最近一
些基于陨石观察的研究提出灶神星表面可能存在水溶液流
体，但并未观察到应该存在的低温蚀变含水矿物。
最近，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张爱铖教授和王汝成教授课题
组对来自灶神星的角砾岩陨石 NWA 2339 进行了详细的
矿物学研究工作，发现部分富铁的易变辉石碎块局部存在
富集陨硫铁的细粒反应结构（图 1a）。这些易变辉石碎
块的 Fe/Mn 比值不同于其他灶神星辉石（图 2），说明
了这些易变辉石来自于灶神星以外的陨石母体。而细粒反
应结构中的普通辉石和富镁单斜铁辉石则具有与其他灶神

星陨石中辉石一致的 Fe/Mn 比值，这说明了细粒反应结
构形成于灶神星环境，同时暗示了反应结构形成于灶神星
的表面，而不是深部。通过与前人实验室模拟实验结果中
矿物组合的比较，他们提出了富集陨硫铁的细粒反应结构
是富铁易变辉石与高温富硫蒸气发生反应的结果（图 3）。
基于 H2S 气体的高度稳定性，该反应的发生表明了富硫
蒸气是贫氢的。这种富硫贫氢的蒸气可能是在灶神星表面
撞击过程中富硫物质挥发形成的。同时，一些亲石元素
（比如 Mn）在反应过程中部分流失（图 1f），这说明富
硫蒸气对某些亲石元素的活化和迁移可以起非常重要的作
用。该成果近期发表于国际地球化学领域顶级刊物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2013, 109, 113）。
该项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面上项目的资助。

图 2 NWA 2339 陨石中辉石的 Fe-Mn 成分图。红
色方块代表富铁易变辉石和细粒反应结构中辉石。

图 1 易变辉石颗粒及其细粒反应结构的背散射电子像
和 X 射线元素面分析结果。

图 3 易变辉石及其细粒反应结构中辉石的成分四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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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近红外 CdSeTe/CdS/ZnS 量子点与金纳米棒能量转移的
超灵敏电致化学发光免疫传感器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闵乾昊

由于近红外光（650-1000nm）可以更有效穿透组织，且无生物背
景荧光干扰、对生物组织几乎无损伤，近红外量子点（QDs）在细
胞标记和活体成像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开发无毒的、高品质的近

图 2 ECL

红外量子点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此外，共振能量转移技术作为一

传感器的组

种有效的光学纳米标尺，已广泛应用于生物传感分析。但该技术应

装流程图。

用于电致化学发光（ECL）分析仍处于发展初级阶段，且受限于光
谱严格匹配的供体/受体筛选。选取荧光发射及吸收峰可调的纳米

显著的细胞标记成像效果。该研究还以 CdSeTe/CdS/ZnS QDs 作

材料作为 ECL 能量转移（ECL-ET）的供体/受体，将能为该难题提

为供体，GNRs 作为受体，基于 CdSeTe/CdS/ZnS QDs 的发射光

供有效解决方案，并在生物传感分析领域有着巨大的应用潜力。

谱及金纳米棒（GNRs）的纵向等离子共振吸收峰的可调性，获得

最近，我校化学化工学院朱俊杰教授课题组在近红外量子点的制备
及 其 ECL-ET 传 感 方 面 的 研 究 取 得 重 要 进 展 , 研 究 成 果 发 表 在

了光谱完美匹配的供体/受体对（图 3A），并以二者之间产生的有
效 ECL-ET 作为放大信号响应的手段，通过层层自组装技术制备了

Scientific Reports （2013, 3: 1529）上。该研究根据各组分之

灵敏测定癌症标志物癌胚抗原的 ECL 免疫传感器（图 2 及图 3B）。

间的相对晶格错配度关系，利用微波辐射辅助技术制备了壳层逐步

该项工作提供了快速制备低毒、高品质、荧光可调的近红外量子点

外延生长的 CdSeTe/CdS/ZnS QDs（图 1）。该方法在 10 min 左

的新方法，且将光谱可调的纳米材料作为能量转移的供体/受体对

右即可使量子点荧光达到近红外区域，显示了其独特的优势。制备

引入 ECL-ET 体系，为提高 ECL 传感器的灵敏度提供了有效的新思

的 CdSeTe/CdS/ZnS QDs 的光学性能良好、细胞毒性小，且具有

路。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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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A ）

GNRs

(1)

和

GNRs-Ab2 生物
复合物

(2) 的

UV-Vis 吸收光谱
图及 QDs 复合物
的 ECL 光 谱 图
(3) 。 （ B ） ECL
传感器对应于不
同 浓 度 CEA 的

图 1 （A）量子点的制备流程示意图。（B）和
（C）为所得量子点分别在自然光和紫外光下的

ECL- 电位关系曲
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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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激活氯离子通道 Tmem16a 作用于气道高反应
撰稿人: 模式动物研究所
多种呼吸系统疾病，如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病等均伴随有
气道平滑肌的过度收缩，包括对激动剂敏感性增加和收缩
力增大，即气道高反应。气道高反应也是这些疾病中致病
和致死的最直接原因。长期以来，人们对气道高反应的诱
导因素曾进行了较广泛的研究，但对其形成及其机制仍然
知之甚少。南京大学模式动物研究所朱敏生课题组在气道
高反应机制研究中取得新的进展，相关研究成果“The
Transmembrane Protein 16A Ca2+-activated ClChannel in Airway Smooth Muscle Contributes to
Airway Hyperresponsiveness”已发表在 《American

Journal of Respiratory and Critical Care Medicine》
（2013,187(4):374-381. SCI 影响因子 10.191）上，
第一作者为模式所博士研究生张成海。朱敏生教授和麻省
州立大学医学院（UMMS）的诸葛荣华副教授为这一论
文的共同通讯作者。
在气道的平滑肌和上皮细胞中均能记录到钙激活的氯电流，
长久以来人们也推测钙激活的氯离子通道可能参与气道高
反应，但是何种细胞中的何种氯离子通道参与这个过程一
直不清楚。Tmem16a 和 Tmem16b 是现在已经证实的
两种钙离子通道蛋白，该研究证实气道平滑肌细胞中表达

Tmem16a 而 不 是 Tmem16b ， 并 且 在 卵 清 白 蛋 白
（OVA）诱导的小鼠慢性哮喘模型中，气道平滑肌细胞
Tmem16a 的表达上调。两种钙激活的氯离子通道抑制剂，
Niflumic acid 和 benzbromarone 均可抑制甲基乙酰胆
碱（MCh）激发的哮喘模型的气道高反应。在 HEK293
细胞中表达从气道平滑肌细胞中克隆的 Tmem16a，其电
流表现出和气道平滑肌原位钙激活氯电流相似的动力学特
征。在气道平滑肌中删除 Tmem16a 后，钙火花不能激
活内向电流，且平滑肌细胞在咖啡因和 MCh 的刺激下，
缩短效应显著降低。
该研究说明 Tmem16a 在气道平滑肌中介导钙激活的氯
电流，并且参与激动剂诱导的平滑肌收缩，其在 OVA 诱
导的小鼠慢性哮喘气管平滑肌中的高表达和激活增强可能
是气道高反应的重要成因，其很可能成为治疗哮喘的新靶
点。该研究对于气道高反应的机制研究和潜在的治疗方案
提供了有价值的指导。
该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和美
国国家心脏、肺和血液研究所的资助。

图 1 Tmem16a 介导气道平滑肌钙激活的氯电流并参与收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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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龙教授课题组在多肽纳米管铁电性研究方面获重要结果
撰稿人: 物理学院 沈剑沧
最近，南京大学物理学院吴兴龙教授课题组在探究多肽纳米结构光
电性质方面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他们首次在联苯丙二氨酸（LPhe-L-Phe，FF）多肽纳米结构中观察到光诱导的量子限制的斯塔
克效应，发现外加光照对于 FF 纳米结构中的自发极化场有明显的
调控作用。根据这一结果，他们在光照的条件下，首次证实了 FF
纳米管沿轴向的铁电性，相关的研究结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的德国应
用化学 Angew. Chem. Int. Ed. 52, 2055-2059，2013 上。第
一作者为博士生甘志星，通信作者为吴兴龙教授。
FF 是一种重要的生物分子，它是β-淀粉样多肽的核心识别基序。
FF 分子通过简单的自主装过程就可以形成稳定的 FF 纳米结构。吴
兴龙教授课题组在 FF 纳米管自组装过程和光学性质方面的研究有
长期的积累，有关结果相继发表于 ACS Nano 2011, 5, 4448;
Small 2011, 19, 2801; J. Phys. Chem. C 2012, 116, 9793; Opt.
Express. 2012, 20, 5119 等权威刊物。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他们

图 1 光生载流子的内建场对自发极化场的调控机制，（a）直的
纳米管，（b）分叉的纳米管。

立足于 FF 纳米管的结构，首次在分子层面上分析了 FF 纳米管中自
发极化场的起源，并预测了铁电性的存在。为了验证 FF 纳米管的
铁电性，许多研究组都做了大量的工作，研究发现 FF 纳米管需要
很强的矫顽电场才能实现自发极化场的反转，而过大的外加电场会
破坏纳米管的结构。吴兴龙教授课题组通过荧光光谱的分析发现，
在紫外光的辐照下，FF 纳米管中产生的光生电子空穴对会形成内建
电场，能有效抵消自发极化场。他们根据这一结果，他们在光照的
条件下测试了 FF 纳米管的铁电性，发现电滞回线出现了明显的饱
和趋势，首次通过实验的方法证实了 FF 纳米管沿轴向的铁电性。
该工作得到了 Angew. Chem.审稿人的高度评价：“I like this
paper. It is a very good research with good ideas and very
important results. My opinion is: the paper is very good and
maybe published after minor revisions”。该工作得到国家重点
基础发展基金“973”项目和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的资
助。

图 2 （a）多肽微米管在镍电极上的扫描电子显微镜图片，
（b）P–E 曲线测试装置示意图，c，光开关过程中得到的 P–E
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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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s Review Letters》杂志精选：原子分子超快动力学研究获进展
撰稿人：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2013 年 4 月 9 日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当前以电子为信息载体的技术手段已经不断趋近

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柳晓军研究员领导的原子分子超快动力学小组

于其发展极限，不断 缩小的集成电路开始展现出量子特性。在此背景下，

与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所、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以及德国 Max

人们迫切需要在超快时间尺度和超短的空间尺度上精确了解电子的运动规律。

Born 研究所紧密合作，通过实验测量椭圆偏振激光脉冲下惰性气体原子高

飞秒（10-15 秒）量级的超短 激光脉冲是人们研究原子分子中电子运动的

阶阈上电离光电子谱，系统研究了第一次与多次返回电子轨道行为及其对原

理想工具。结合人们对于原子分子体系的认识，使用飞秒激光脉冲，人们已

子阈上电离 过程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激光椭偏率的增大，高阶阈上电

经可以在阿秒（10-18 秒）量级的时间精 度和埃(10-10 米)量级的空间精度

离光电子谱中对应不同能量区域的光电子产量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相对而

上对原子分子中的电子波函数进行成像，相关研究还将为人们观测和控制分

言，较低能的电子产量随着 椭偏率下降更慢一些，而更高能的电子产量下

子化学反应过程奠定坚实的科学基础。

降更快一些。量子轨道理论计算很好地重复了实验结果，进一步分析表明：

当原子处于飞秒强激光场中时，处于束缚态的电子会通过隧道电离的途径变
成自由电子，并在激 光场的作用下回到原子实附近并发生弹性或非弹性散
射，导致一系列强场原子物理现象（如高次谐波产生、阿秒光脉冲产生、高
阶阈上电离和多电子电离等）的发 生。隧道电离电子可以在第一次返回原
子实时发生散射，也有可能在第二次甚至更高次返回时才发生散射。已有研
究对于第一次返回电子轨道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对于多次返回电子轨道，其

不同能量区域电子产量随激光椭偏率的不同 变化行为反映了第一次与多次
返回电子轨道对激光椭偏率的不同依赖性；增大激光椭偏率可以增大多次返
回轨道对原子阈上电离过程的贡献。研究工作帮助我们深入 认识了飞秒强
激光场驱动的隧道电离电子行为，为进一步实现对电子运动的超快调控奠定
了基础。相关结果发表在《物理评论快报》上（Phys. Rev. Lett. 110,
043002 (2013)）。该项目得到了“973”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物理效应和重要性是长期颇受争论的问题。深入认识多次返回电子轨道行为
对理解飞秒强激光场中的隧道电离电子运动及相关物理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PNAS》杂志精选：科学家引导细胞朝光照方向移动
撰稿人：科技日报 2013 年 4 月 11 日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4 月 8 日报道，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科学家们已经

将光信号变成视力。视蛋白属于目前广受关注的 G 蛋白偶联受体家族中的

证明，他们能够诱导细胞朝一束光移动，这意味科学家们朝用光操纵细胞来

一员，这些 G 蛋白偶联受体在视力、触觉、行为、情绪、免疫系统调节、

控制胰岛素分泌或心率迈出了第一步，这一成果在医疗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

心率和肿瘤扩散等领域起关键作用。

前景。相关研究发表在 4 月 8 日 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网络版上。

在另一项最近也出版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网络版上的研究中，高塔姆

新研究的实验对象是免疫细胞，该研究的主要负责人、麻醉学教授高塔姆博

团队通过让神经细胞暴露在光下，使其长出了分支（突起），目前，他们正

士和麻醉学副教授阿 吉斯•卡如那拉斯使用遗传工程技术将感光蛋白——视

使用心脏细胞进行实验，测试光信号是否能让心跳加速或减速。

蛋白引入这些免疫细胞内，接着，只通过朝他们希望细胞移动的方向照射了
一束激光，就成功地引导了细胞朝该方向移动。随后，他们使用神经细胞进
行了同样的实验，也获得了成功。

他们计划用同样的方法来了解光是否能影响胰岛素的分泌、神经细胞的再生；
研究细胞内的信号 环路以便厘清分子通路网络如何控制细胞的行为。卡如
那拉斯指出：“最终，我们会将多种感光蛋白‘塞入’这些细胞内。我们打

成功的关键就是“哄骗”细胞认为视蛋白是常见的受体蛋白。“我们在使用

算使用两种不同波长的光。当照射 第一束光时，它可能会给第一个感光蛋

光作为开关控制细胞的行为方面取得了成功。”高塔姆表示，“细胞做出某

白发送信号使心跳加快，接着，第二束光可能会被用来让心跳减速。”

些行为是因为它们能感应到周围环境中的信号。在我们进行的一系列实验中，
细胞感应到光的出现。”人体内的很多重要功能，从神经发育到胰岛素分泌、
免疫细胞的功能以及心率等都被细胞周围的各种关键受体所控制。人类和其
它动物在眼睛内制造视蛋白，当被光激活时，视蛋白允许细胞进入眼睛内，

高塔姆强调说：“用光控制细胞的移动不仅对免疫系统非常重要，在胚胎发
育中也可以确保制造心脏、肝脏及其他器官的细胞好好工作，同时对癌症转
移研究也大有裨益。”

科技信息 2013 年第 4 期（总第 190 期）

15

科技信息
2013 年第 4 期
（总第 190 期）

各位读者们！
为了给您提供更好的《科
技信息》，我们衷心希望
您提供建议、感想或投
稿。您的来信请寄往：南
京大学科学技术处陈晓清
（电子邮件地址
chenxq@nju.edu.cn）。
感谢您对《科技信息》杂
志的大力支持！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汉口路 22 号
南京大学科学技术处
邮编：210093
电子版请参阅：http://scit.nju.edu.cn/second/006.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