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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 2011 年度国际科技论文统计结果
正式发布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陈晓清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正式发布 2011 年我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其中南京大学的国际科技论文
如下：
2011 年，我校发表表现不俗论文共 734 篇，在全国高等院校排名中列第 6 名；我校发表 SCI 学科影响
因子前 1/10 的期刊论文共 326 篇，在全国高等院校排名中列第 8 名；SCIE 数据库收录我校论文数量
2025 篇，文献数量 2133 篇，在全国高等院校中名列第 10 位；我校国际论文被引用篇数为 989 篇，在
全国高等院校排名中名列第 6 位；我校在 2006-2010 年这五年间的 3425 篇论文被引用次数达 12008
次，在全国高等院校排名中列第 6 位。
2011 年，在 SCI 收录中国各个学术领域科技论文的数量的机构排名中，我校在天文学、化学、地学、环
境学、物理学、医学、数学这七大学科中列前 20 位，具体排名情况如下表所示：

2011 年度 SCI 论文南京大学排名情况
领域

天文

化学

地学

环境学

物理

医学

数学

排名

第3位

第5位

第5位

第5位

第6位

第 18 位

第 19 位

另 据 学 术 计 量 指 标 综 合 评 定 ， 我 校 物 理 学 院 万 贤 刚 教 授 发 表 在 Physical Review B 上 的 论 文
“ Topological semimetal and Fermi-arc surface states in the electronic structure of
pyrochlore iridates”荣获 2011 年度“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际学术论文”。
（有关该论文报道详见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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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李满春教授入选国家测绘科技领军人才
撰稿人：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近日，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发布第 6 号公告，公布 8 人当选第二批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科技领军人才。我校地理与海洋科学学
院教授、科学技术处处长、江苏省地理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李满春入选。12 月 24 日，在全国测绘地理信息局长会议上，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徐德明局长向李满春教授颁发了获奖证书与科技专项资助奖金。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科技领军人才是由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为贯彻落实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方针政策，加快实施人才强测战略，
努力建设高素质的测绘地理信息人才队伍，于 2009 年推出的高层次测绘地理信息人才队伍建设计划，旨在到“十二五”末期，
选拔、培养和引进 20 名左右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科技领军人才，并力争有 2 至 3 人达到国内一流科学家的水平，努力
造就一支德才兼备、开拓创新、结构合理、优势明显的科技领军人才队伍。2010 年选拔的 7 名测绘地理信息科技领军人才已
有 2 人当选两院院士。
李满春是我校特聘教授、国家教学名师、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中国青年地理科技奖、江苏省青年科技奖获得者，担任中国
地理信息产业协会副会长、中国测绘学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理事、中国土地学会理事等多个社会团体职务。他一直致力于地
理信息获取、管理、分析与应用研究，先后主持国家 863 重点项目课题、国家科技支撑项目课题、国土资源大调查项目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各级各类科研项目 30 余项，在资源环境遥感、地图制图规范、GIS 研发等方面取得了多项成果，出版著
作/教材 4 部，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100 多篇，被引用 1000 次以上，获测绘科技进步奖等部省级科技奖励和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等国家与部省级教学成果奖励 10 余项。

我校积极贯彻国家战略、深入推进协同创新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姜田
当前世界科技、教育呈现新的发展态势，协同创新已成为

科群为依托，联合国内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等创

提升国家创新能力的重要战略选择。教育部、财政部实施

新力量，培育并正式启动了物理、化学、环境、天文等领

的“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即“2011 计划”）

域 10 个协同创新中心，另有 10 余个中心正在积极筹备

旨在推动高校机制体制改革，转变高校创新发展方式，提

中。其中“人工微结构与量子调控”、“中国南海研究”

高高等教育质量，是事关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全局、支撑创

2 个中心正积极申报教育部协同创新中心，另有 5 个中心

新型国家建设的战略性工程。我校认真学习领会“2011

正在申报江苏省协同创新中心。下一阶段，学校将以深入

计划”总体思路，积极部署各项工作。校主要领导牵头组

推进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抓手，完善文理工医的学科布局，

成“2011 计划”领导小组，总结多年来学科交叉融合的

实现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创新能力提升，力争在

成功经验，结合学校全面发展的战略布局，加强顶层设计，

继“211”、“985”之后的第三次高水平大学建设浪潮

深入研讨体制机制改革方案。下半年以来，学校以优势学

中谋得先机，争取新一轮的快速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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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态照明与节能电子学协同创新中心签约启动
仪式举行
撰稿人：新闻中心
2012 年 12 月 15 日下午，固态照明
与节能电子学协同创新中心签约启动
仪式在我校鼓楼校区举行。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信息学部张兆田副主任，
江苏省教育厅殷翔文副厅长，江苏省
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魏然副主任，江苏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龚怀进副主任，
江苏省科技厅蒋跃进副厅长，中科院
半导体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北京半导体照明科技促进中心（国家
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等协同创新中心主要参

同时在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扬州等地聚集了众多人

与单位代表，中电南京第五十五所、南京汉德森科技股份

才队伍，因而成为能源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效益的重要基

有限公司等协同单位代表，以及南京大学校长陈骏、常务

地。

副校长张荣，中科院院士郑有炓教授共同出席此次仪式。
仪式由我校潘毅副校长主持。
陈骏校长致欢迎词。他表示，中国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大能
源消耗国，节约能源、提高效能是我国能源领域的必行之
路，固态照明与节能电子学协同创新中心的创立顺应了科
学发展的潮流，在节能减排和半导体照明方面发挥着巨大
的作用，必将为建设美丽中国做出重要贡献，预祝中心健
康发展，取得更大成绩。

牵头单位南京大学与协同创新中心主要参与单位以及各协
同单位签订了中心培育组建协议。陈骏、张兆田、殷翔文、
郑有炓等共同为协同创新中心揭牌。
殷翔文副厅长在致辞中代表江苏教育厅对中心的成立表示
衷心祝贺。他强调，创新驱动是国家和我省转变发展方式、
推进科学发展的重要战略。创立协同创新中心是科技发展
的迫切需求，是经济社会、产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南京
大学开展了大量的协同创新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相信

张荣常务副校长向到场嘉宾介绍了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依

固态照明与节能电子学协同创新中心必将会为我省乃至国

据、构建体系、初步设想和产业技术基础等基本情况。他

家的能源利用做出丰硕的科研成果，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强调，江苏拥有规模化的固态照明与节能电子产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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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天文与空间探测协
同创新中心培育启动仪
式举行
撰稿人：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新闻中心
2012 年 12 月 14 日，以南京大学牵头，
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
院国家天文台、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为主要单位的现代天文与空间探测协同创
新中心在南京大学科技馆举行培育启动仪
式。该中心汇聚了参与国内天文平台的核
心力量，旨在按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
的要求，推动我国天文与空间学科的融合
发展，打造聚集和转化国内外天文与空间
科学科技创新成果的重要基地。
出席此次培育启动仪式的有南京大学校长
陈骏、常务副校长张荣、副校长潘毅，中
科院院士苏定强、孙义燧、方成，江苏省
教育厅科学技术与产业处处长王晓天，中
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中国科学
院紫金山天文台台长杨戟、党委书记鲁春
林，北京大学科学研究部部长周辉，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天体物理中心主任王挺贵，
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天文
台、紫金山天文台和南京大学相关负责人，
各协同单位代表，以及南京大学天文与空
间科学学院师生代表等。仪式由张荣常务
副校长主持。

计划”的重大举措。随着天文学与空间科

立后，参与单位将积极参与推进各项工作，

学研究重要性的日益凸显，以及不断增强

通过机制体制的进一步创新，实现强强联

的国际竞争态势，迫切需要汇聚更多的力

合，协同发展，在人才培养以及服务国家

量以共同瞄准学科前沿领域和重大的科学

重大需求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他们均表

问题、共同承担和参与国家重大项目计划，

示，希望中心能在前期培育阶段取得重要

以及共同致力于本学科创新人才的培养。

成果，成功获得教育部的认定。

他强调，中心要抓住机遇，发挥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优势，协同创新，为我国天文学
和深空探测领域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南
京大学将全力支持中心的各项工作，为中
心的建设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希望南京大
学和各协同单位积极做好前期培育工作，
扎实推进协同创新中心的良好开局。
方成院士介绍了中心培育筹建的具体情况，
并指出，中心聚集了国内最强的天文学单
位，代表了中国天文学研究最大、最强的

培育启动仪式结束后，参与协同创新中心
的各单位负责人和南京大学举行了签约仪
式，此次前来的各专家学者就中心的运行
和协作进行了研讨座谈。南京大学副校长
谈哲敏、校长助理李成出席了签约仪式和
研讨座谈会。
最后，各协同单位代表签署了《现代天文
与空间探测协同创新中心组建培育框架协
议》。

协作群体。中心的宗旨是通过各协同单位

启动仪式后召开了现代天文与空间探测协

的合作，集中力量攻克一些重大难题，在

同创新中心机制体制改革研讨会，各协同

一些课题上取得重大突破，并瞄准国家的

单位相关负责人及学者代表就中心培育的

重大需求，为我国空间探测做出重大贡献。

具体方案进行了深入探讨。各协同单位代

中心将积极探讨新的运行机制，充分利用

表一致表示，将在自身建设的基础上，汇

协同单位各自的特点，实行强强联合、优

聚各方优势力量和资源，汇聚和培养一批

王挺贵教授共同为中心揭牌。

势互补。

拔尖创新人才，努力将协同中心建设成为

陈骏校长致欢迎辞。他表示，该中心的组

严俊研究员、杨戟研究员、袁业飞教授分

会上，张荣常务副校长宣读了中心理事会
名单，潘毅副校长宣读了咨询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名单及
管理委员会联合主任名单。南京大学校长
陈骏出任中心理事长，并与方成院士、严
俊研究员、鲁春林研究员、周辉研究员、

建是五家单位联合贯彻落实教育部“2011

别代表参与单位致辞。他们表示，中心成

具有国际重要影响的学术高地，成为我国
天文学与空间科学的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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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化学化工学院马晶教授获第九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2012 年 12 月 11 日，第九届“中国青年女

子材料的物理化学本质，不断设计出新材料， 子结构和性质。她以这种方式构架起了一座

科学家奖”颁奖典礼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

为人类所用。从 2004 年开始，马晶教授和

桥梁，连通了复杂体系的微观结构和实验测

行，来自全国 5 个省市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

她的学生就开始尝试将两个不同层次的方法

定中这些体系所表现出来的性质，对化学研

的 10 位青年女科学家获奖。我校化学化工

结合起来，使其优势互补：通过分子仿真得

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学院的马晶教授获得此殊荣。该奖评审会对

到分子聚集体的结构，在此基础上，通过量

马晶教授科研成果的评语是：发展量子化学

子化学计算，得到发生反应的关键基团的电

与分子仿真相结合方法，系统研究

除此之外，马晶教授还有一个梦想：设计出
一些分子开关。在一定情况下，比如通电或
光照后，她的有机分子能够跟生物分子结合，

材料分子的结构与性能关系，在化

消除电场等外部条件后，结合又不会发生，

学、物理及材料方面取得高水平的

这样就可以检测电信号或者其他信号，让生

成果，瞄准前沿科学领域，理论结

物学家多一种研究利器。她认为，材料涉及

合实验，设计新型“分子开关”等

生活与科研的各个领域，材料的发展能将科

材料。

幻变成现实，而理论研究则是根基。

马晶教授一直致力于把计算机里面
的元器件变成有机分子，这样材料
科学家们就能够清楚了解功能高分

我校两位教授当选 2011-2012 年度“江苏省十大青年科技之星”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2012 年 12 月 8 日，以“转型升级与青年科学家的使命”

的研发和应用方面取得重要创新性成果。曾获国家技术发

为主题的第四届江苏省青年科学家年会在南京开幕。年会

明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各 1 次，国际性学术奖

上表彰了 2011—2012 年度江苏省“十大青年科技之星”、 励 2 项。
第十三届江苏省青年科技奖和第十届江苏省优秀科技工作
者获得者。我校物理学院吕笑梅教授和环境学院潘丙才教
授获得 2011-2012 年度“江苏省十大青年科技之星”的称
号。
吕笑梅教授主要从事铁电低维材料制备及相关效应研究工
作，作为负责人获得各类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8 项，取得
对材料科学发展以及器件实用化有重要推动作用的创新成
果。曾获教育部提名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
潘丙才教授承担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 重大项目课
题等科研项目。他针对水污染控制难题，在环境功能材料

江苏省青年科技奖由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江苏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江苏科学技术协会联合设置，主要为表
彰、奖励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中做出突出成就
的青年科技人才，每两年评审一次，每届授奖人数 20 人，
并从中评选出 10 名“江苏省十大青年科技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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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组织参加教育部加强高校科研经费管理视频会议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2012 年 12 月 18 日上午，教育部在京召开了加强高校科研经费管理
视频会议，旨在推进高校贯彻落实科研经费改革政策精神，加强和规
范科研项目财务管理，促进高校科研工作健康发展。我校常务副校长
张荣、党委副书记任利剑、副校长潘毅、副校长杨忠、校长助理周宪、
校长助理张序余、校长助理李成和相关部处领导及科研项目负责人代
表在我校视频分会场参加了会议。

总体要求。
教育部长袁贵仁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高校科研具有非常重要
的作用，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服务社会、文化传承，乃至科教兴
国战略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必须高度重视高校科研工作。他肯
定了“十一五”期间，高校科研工作蓬勃发展，产出了一批优秀成果，
同时他也指出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工作没有跟上科研发展的速度，科研

会上中纪委、监察部驻教育部纪检组长王立英通报了 6 起科研经费贪

管理工作还有待提高。他要求各高校应着力健全、完善“六项机制”，

污案件；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介绍了教育部制定《关于加强高校科研

一是进一步完善责任机制。二是进一步完善项目管理与服务机制。三

项目管理的意见》、《关于加强高校科研经费管理的意见》、《关于

是进一步完善经费管理机制。四是进一步完善科研评价和人才激励机

规范高校科研行为的规范》三个文件的总体考虑与政策要领；财政部

制。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检查机制。六是进一步完善科研人员自律机

副部长张少春重点介绍当前科研经费管理总体形势，解读、介绍“十

制。

二五”国家科技经费管理改革背景、相关政策、措施和要求，进一步
强调科研经费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出高校下一步科研经费管理

我校 2012 年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与发展工作研讨（咨询）会顺利召开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褚怡春
2012 年 12 月 30 日，我校组织召开国家

地发挥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我国科技工作中

步整合资源、注重实验室的形象塑造，产

（重点）实验室建设与发展工作研讨（咨

的作用、提高实验室国际竞争力以及创新

出高质量、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同时还要

询）会。国家实验室（筹）及 7 个国家重

实验室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等方面提出了

重视特色发展，各实验室根据各自不同的

点实验室主任、陈洪渊院士、潘毅副校长、

建议和意见。

内外环境，要探索适应自身发展的需求。

此次会议总结了实验室建设经验及阶段性

通 过 此 次 会 议 希 望能 够 在 学校 层 面 成 立

工作，大家认为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高水

“重点实验室管理委员会”；国家重点实

平科学研究基地为学校做出的重要贡献，

验室成立“理事会”，学校、院系能够共

在学校居于重中之重的地位。各实验室在

同参与，对实验室进行分层次管理;每年召

不同的发展背景下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特

开一次国家重点实验室研讨会；每年召开

研讨会上，国家实验室（筹）主任邢定钰

别是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计

一次国家重点实验室校长专题办公会，使

院士及固体微结构物理等 7 位国家重点实

算机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最近一

重点实验室的问题能够及时解决，促进实

验室主任分别介绍了南京大学国家（重点）

轮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中再次被评为优秀

验室健康发展。

实验室建设运行与管理等方面取得的成绩，

类实验室。学校十分重视实验室发展，在

总结了实验室近十年来发展中收获的宝贵

人、财、物等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鉴

经验，进一步梳理了实验室发展思路并围

于实验室未来的竞争日趋激烈，实验室应

绕实验室未来发展和目前面临的问题进行

如何适应未来形式发展需要，大家一致认

了讨论与交流。与会代表们还就如何更好

为首先必须要明确建设目标及方向，进一

吕建副校长、李成校长助理、人力资源处、
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办公室、财务处、科
技处的有关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李成
校长助理主持，潘毅副校长发表了重要讲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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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转换事件为拟南芥主要的重组事件
撰稿人：生命科学学院
我校生命科学学院田大成教授和陈建群教授 2008 年曾在
Nature 杂志上发表文章，在真核生物中发现插入/缺失
(Indel)两侧的碱基点突变出现的频率，较其他区域要高的
多，从而提出了一种新遗传突变机制：Indel 诱变假说，
从源头上回答了“遗传变异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这一生命
科学面临的基本问题。

散或消亡的速度，其产生的基因重复/缺失等突变，是生
物演化的重要动力。
田大成教授课题组对 40 株拟南芥杂交后代 F2 个体及其
父本、母本进行基因组重测序，得到了一个高精度、高分
辨率的拟南芥重组图谱。研究结果显示，所有的重组事件
中，超过 90%（可能接近 99%）的重组事件为基因转换
（gene conversion），且由于转换事件所引起的氨基酸
序列的突变率是自发突变率的 600 倍以上。根据该重组
图谱，研究首次发现大量的重组事件集中在靠近染色体着
丝粒区域，这将有助于解析拟南芥着丝点附近具有较高的
遗传多样性的遗传模式。

这一观点挑战了传统的进化论观点，并且在此研究的基础
上，该研究组又进一步利用近年来发展迅猛的新一代测序
技术，展开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最新研究就聚焦于基因转
换事件（Gene conversion）。
减数分裂重组可分为序列交换和序列交叉两种不同的形式，
其是有性生殖遗传变异的基础，在基因组演化中有着重要
作用，是维系生物多样性的重要分子基础；且重组率的高
低直接决定了不同等位基因重新组合的速度及在群体中扩

a

这 一研究成 果发表在 最新 一期的《 美国科学 院院 报》
（ PNAS, 109:20992-20997,2012)。该研究得到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江苏省基础研究基金、南京大学 985 创新
平台、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资助。

相关背景

b

图 a. 基因转换事件主要集中染色体着丝粒的附近。
图 b. 基因组内小片段的重组事件数远大于大片段重组
事件数，且小的重组事件具有显著的重组热点区
域。

c

图 c. 拟南芥 1 号染色体高精度、高分辨率的重组图
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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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王欣然、施毅教授课题组在石墨烯
应变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撰稿人：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潘伟
最近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王欣然教授
与施毅教授课题组在石墨烯氮化硼异
质结（GBN）的应变研究领域取得
了重要进展，相关研究结果发表于近
期的 Scientific Reports（Sci Rep
2, 893，2012）上。
石墨烯凭借其优异的电学表现成为半
导体产业有望替代硅基器件的前景材
料，近年来在科学界引起了研究热潮。
如何将金属性的石墨烯转变为真正意
义具有带隙的半导体，是石墨烯走向
半导体市场的关键难题。科研工作者
为此作出了诸多的努力，其中一个热
门的方向就是基于“石墨烯应变工程”
这一理论预测而展开的。
有着“白石墨烯”之称的六方氮化硼
与石墨烯有着相似的晶格结构，该材
料表面高度平整，与石墨烯相互作用
极弱，用它来作为石墨烯的衬底材料，
不仅可以大大提高石墨烯的电学性能，
还有可能通过二者的晶格匹配实现打
开石墨烯带隙的愿望。王欣然与施毅
课题组从实验上实现了石墨烯与氮化
硼的嫁接，并首先对 GBN 异质结的
机械和热力学性质进行了研究。
在制备 GBN 样品的过程中，实验人
员发现了石墨烯在热退火过程中会形
成三角形应变结构。利用石墨烯和氮
化硼两种材料热膨胀系数的差异，实
验人员通过热退火不断增加应变的强
度，并采用拉曼光谱成像技术跟踪这
一过程。最终的实验数据给出了 25℃
至 900℃范围内的石墨烯热膨胀系
数，与目前理论界给出的计算结果相
吻合。实验人员还对 GBN 中的三角
应变形貌变化情况进行了原子力显微

镜成像跟踪，结合分子动力学模拟，
合理地解释了 GBN 中三角应变的形
成和分布机制，这一结果同时得到了
拉曼光谱成像实验的证实。这一结果
推广了 GBN 研究领域已有的成果，
为进一步通过应变设计来研究石墨烯
能带工程、最终实现石墨烯半导体化
作出了贡献。
该项研究得到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自
然科学基金、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
设工程项目等资助。

相关图片

图1
石墨烯氮化硼异质结的应变形成和分
布示意图

六方氮化硼
形态似于石墨的氮化硼，有时也称
“白石墨”，它是最普遍使用的氮
化硼形态。六方形态是由许多片六
边形组成。这些薄片层与层之间的
相关结构不同，但是从石墨的排列
模式中看出，这是由于硼原子在氮
原子上面使氮化硼的原子变成椭圆
图
1
的。如此结构反映出硼—氮链的极
性。氮化硼中较低的共价性质，使
石墨烯氮化硼异质结的应变形成和分
它成爲导电性相对于石墨较低的半
布示意图。
金属，电在它六边形薄片中 pi-链的
网络中流通。六方氮化硼的缺乏颜
色，显示较低的电子离域性，表示
其能隙较大。

图2
石墨烯氮化硼异质结中应变分布的拉
曼光谱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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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 过渡金属氧化物的奇异物理性质研究
撰稿人：物理学院 万贤纲
电子关联效应能够导致非常丰富的物
理特性，一直是人们高度关注的热点
和难点课题。电子的自旋轨道耦合也
对材料的性质有特别的影响。5d 元素
既有着大的自旋轨道耦合，也有着不
可忽略的电子关联作用。所以系统地
研究 5d 过渡金属氧化物有重要的学术
价值和巨大的应用前景。另外，具有
烧绿石结构的过渡金属氧化物材料蕴
含着非常丰富的物理特性，一直受到
人们的高度关注，但是其有着磁阻错，
所以有关的第一性原理数值计算的工
作很少。
最近我校物理学院万贤纲教授系统地
研究了电子关联和自旋轨道耦合对烧
绿石结构 5d 过渡金属氧化物性质的影
响。
(i) 成功地预言烧绿石结构 Ir 氧化物的
基态磁结构为 all-in/all-out 的非共线、
公度长程磁序（如图 1）。寻找自旋
阻错材料的基态磁构型是一个非常有
挑战性的问题。这一理论预言引起人
们的关注，立即被随后的多个实验证
实。

该项工作（Phys. Rev. B 83, 205101，
2011) ） 得 到 了 好 评 ： 被 Physical
Review 的 编 辑 评 为 “ one of the
most exciting and important
papers
in
Physical
Review
journals”。这一工作也被美国物理学
会的 Physics （Physics. aps. org）
杂志上作为观点 （viewpoint） 撰文
重点介绍（这个杂志每周在整个 Phys.
Rev. 系列杂志里选出 1-3 篇论文作为
viewpoint 重点介绍）。这一工作还
被 Science 中 的一 篇 题 目为 “ How
Do You Want That Insulator?”的评
论（Perspectives）引用，认为该工
作是一个新的前沿。另据学术计量指
标综合评定，该工作还荣获 2011 年
度“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际学术论
文”。
该研究得到科技部 973 项目以及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ii) 揭示这类 5d 过渡金属 Ir 化合物的
性质是由 2 分量的 Weyl point 导致的，
( 这 个 和 Graphene 不 一 样 ， 在
Graphene 里面有时间反演对称性，
所以 Graphene 里面的 Dirac point
是 4 分量的)。Weyl 点一旦产生，就
非常稳定，小的扰动不能把它消灭。
只有 2 个具有相反手性的 Weyl 点相
遇，Weyl 点才能消失，材料变为绝缘
体。这种 2 分量的 Dirac point 有着
非常奇异的物理性质：Fermi Arc(即 图 1
Fermi surface 不是一个闭合的圈，而 第一性原理优化计算所得的 Y 2Ir 2O7 磁结构：
是一个开放的线段。) （如图 2）
即全进或者全出。
(iii) 拓扑绝缘体的一大特点就是它会
有大的磁电响应。基于能带理论计算
和模型分析，5d 过渡金属氧化物也有
可能是一种能够表现出非常特别磁电
性质的 Axion 绝缘体材料。（如图
3）。

图2
两个 Weyl 点相连形成有限长度的 Fermi
arc，这是这一拓扑量子体系的一个新颖性质。

图3
Y 2Ir 2O7 的半定量相图。横轴为在位库仑交互
作用大小，纵轴为磁场或者有效磁场 B。由
于烧绿石 Y 2Ir 2O7 的基态自旋构型是全进全
出，因此自旋是非共线的，只有在 B 很大时
才出现铁磁共线自旋。因此，在 B 较低时，
随 U 增 大 分 别 出 现 非 共 线 金 属 、 Weyl
semimetal 和 Mott 绝缘体。B 很大时对应
铁磁金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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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在新型极性氧化物异质结的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
撰稿人：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最近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II-VI 半导体材料与器件课题组顾书林和
叶建东教授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单位合作，在
新型极性氧化物异质结外延制备及其电子输运特性研究方面取得了
重 要 进 展 ， 论 文 “ Spin-polarized Wide Electron Slabs
inFunctionally Graded Polar OxideHeterostructures”发表在
Scientific Reports 2, 533 (2012)上，叶建东教授为第一作者和通
讯作者。
近年来材料外延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氧化物界面的原子级突变得以
实现，人们在过渡金属氧化物界面的二维电子系统中观察到了自旋
极化、超导和金属-绝缘体转变等新奇现象，其界面特性完全有别
于传统的半导体异质结这为发展新型电子器件乃至全氧化物电子学
提供了可能。然而，在实际的器件应用上，高密度二维电子沟道中
的电子-电子相互作用和非平衡极性光学声子-电子相互作用会极大
地限制电子在高场中的饱和迁移速率，使得器件的高频性能大打折
扣。因此在保持电子高迁移率的同时降低电子系统的密度将有助于
提高器件的性能。另外，降低电子气密度也会增强电子的强关联作
用，这为观察到新奇多体效应提供了可能。
该课题组在此研究背景下，发展了高质量 ZnO 材料的金属有机气
相外延技术，攻克了大失配衬底上 ZnO 材料原子级外延的科学难
题，同时创新引入了极化诱导的概念，通过精确控制 Mg 组分制备
渐变 ZnMgO/ZnO 新型异质结构，首次在极性氧化物异质结中实

图 1. (a)渐变 ZnMgO/ZnO 结构示意图；(b) (c) 非平衡的正束
缚极化电荷均匀分布在 ZnMgO 渐变层中，从而吸引可动电子形
成三维电子带。电子来源于表面施主态。

图 3. 渐变 ZnMgO/ZnO 异质结能带结构图及载流子深度分布显
示载流子分布在渐变的势垒层中，其电子带宽大于电子的费米波
长，体现其三维特征。

现了高迁移率的三维电子气 （图 1-2）。在传统半导体异质结中，
二维电子气通常局域在异质结界面，而通过极化诱导的三维电子气
则均匀分布在组分渐变的势垒层中 （图 3），因此具有与二维电子
气系统不一样的新奇特性。首先，虽然该三维电子带的电子浓度被
大大“稀释”，但依然保持较高的电子迁移率。他们和合作者首次
在 ZnMgO/ZnO 异质结三维电子气中观察到 SdH 振荡和整数量子
霍尔效应，并发现 SdH 振荡周期随着垂直磁场分量大小变化而变
化，证实了电子系统的三维特性（图 4）。其次，磁输运特性研究
显示该电子系统具有自旋极化特性（图 4），其零场自旋分裂能量
高达 11.5meV。再次，在低温下观察到了反常霍尔效应，进一步
证实了载流子为媒介的铁磁特性。关于其自旋极化和铁磁来源的问
题仍在进一步研究中，初步认为可能由以下两个原因造成。第一，
“稀释”的电子系统具有更大的 Wignar-seitz 系数，理论计算显
示当该系数大于 50 时，电子系统将完全自旋极化。第二，非掺杂
氧化物表面缺陷如锌空位等也会具有较弱的稀磁特性，会和 3DES
产生相互耦合作用导致自旋分裂。若通过表面修饰调控自旋极化特
性，则可用于研制新型传感器，为进一步拓宽极性氧化物基自旋电
子学的发展提供新的途径。本工作得到了国家 973 项目、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图 2. (a) 高分辨 TEM 剖面图显示渐变 ZnMgO/ZnO 完好的单
晶晶格；(b) ZnMgO/ZnO/ZnMgO 双异质结 EDX 和 EELS 曲
线图证实 Mg 组份和带隙是渐变的。

图 4. (a) 不同角度磁电阻随磁场的变化关系显示 SdH 振荡特征
有别于传统的二维电子气。而 SdH 振荡和整数量子霍尔平台显
示该电子气具有高迁移率。(b) 磁电阻与磁场关系的快速傅里叶
变换显示自旋向上和自旋向下的自旋分裂的子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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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 25-26 日，医药生物
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南京召开“医
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2 年
学术委员会及学术研讨会”。
本次会议由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
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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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召开
2012 年学术委员会及学术研讨会
撰稿人：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施蕴渝院士主持，中国科学院陈凯先
院士、赵国屏院士、郭礼和研究员，

室获得国家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科学

发展势头强劲、人才济济的面貌。各

清华大学周海梦教授等 7 位学术委员

基金 1 项，国家基金委主任专项基金

位学术委员都对实验室的工作和发展

及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

1 项（1000 万元），国家杰出青年基

予以了充分的肯定，对实验室的发展

骨干共 40 余人参会，张序余校长助

金 2 项，国家基金重点项目 2 项。

提出了诚恳的建议。学术委员们希望

理、科技处李满春处长等出席了会议。

此次实验室的学术交流报告会让学术

实验室能够进一步进行中长期发展规
划，使实验室能够产出更多、更高学

会议以实验室交流与发展为主题，议

委员会耳目一新：尽管实验室由 9 位

程包括实验室工作汇报、实验室学术

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但是都未被邀

交流和学术委员讨论三个部分。实验

请做学术交流报告，做学术交流报告

本次会议是医药生物技术实验室学术

室主任华子春教授做了 2011-2012

的 18 位实验室学术骨干全部是第一

交流与实验室发展的学术盛会，一批

年实验室发展报告。2011-2012 年，

次在学术委员会亮相，其中 13 位报

有竞争力的优势青年教师正在涌现，

据不完全统计，实验室发表影响因子

告人为 30 多岁的青年教师。会议内

这将对推动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

5 以上论文 70 篇（含影响因子 10 以

容丰富、报告精彩、讨论热烈、获得

验室的长远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上 的 论 文 10 篇 ） ， 其 中 包 括 在

与会者高度评价。

Neuron、Nature Commnuciations
等国际权威刊物发表了多篇有影响力
论文；获得部省级一等奖三项、二等
奖四项，授权发明专利 50 件；实验

会议不仅为增进实验室内部的学术交
流与合作创造了一次很好的沟通机会，
同时在学术委员会面前展现了实验室

术水平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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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机毒物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召开工程技术委员会二次全议
撰稿人：新闻中心、科学技术处整理

2012 年 12 月 17 日，“国家有机毒物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技术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我校仙林校区环境学院召开。
本次会议旨在总结中心近三年来建设成果，讨论中心的发展规划，为下一步的验收做准备。南京大学副校长潘毅、江苏省科技厅条件处副处
长任志宏、省环保厅副厅长于红霞等相关领导以及南京工业大学欧阳平凯院士、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蔡道基院士、清华大学费维扬院
士、中科院生态环境中心曲久辉院士、南京大学张全兴院士等“国家有机毒物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技术委员会成员参
加了会议。会议分别由南京大学环境学院院长毕军教授和中心工程技术委员会主任欧阳平凯院士主持。
潘毅副校长、于红霞副厅长、任志宏副处长先后致辞，均充分肯定了“国家有机毒物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已有建设成果，
并表示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心的建设。
中心主任、南京大学环境学院张全兴院士报告了工程中心三年建设情况及工程中心总体建设发展规划。他指出“国家有机毒物污染控制与资
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依托南京大学等单位，立足国际社会关注的重大环境问题，围绕有机毒物污染控制与资源化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为
重点，承担了一批新技术研发与产业化示范项目，取得了一批具有显著效益的技术成果。
中心副主任张志炳教授、陈群研究员、李爱民教授、任洪强教授、潘丙才教授、毕军教授及中心特聘教授李弘分别代表各自研究领域和方向
汇报进展与成果。
中心工程技术委员会专家高度肯定了中心三年来取得的成果，就中心的验收准备工作、中心的建设及未来发展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性意见。
经质询、讨论一致认为，国家有机毒物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已全面完成了各项建设任务。

第六届中国专利周暨 2012 中国（南京）专利交易会开幕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虞斌
2012 年 11 月 29 日，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主办、以“专利

班、青奥会知识产权保护论坛、知识产权价值实现高层论

保护创新、智慧改变生活”为主题的第六届中国专利周在

坛等活动。

南京主会场举行开幕式。国家知识产权局田力普局长、江
苏省人民政府李学勇省长、何权副省长、南京市委杨卫泽
书记、南京市人民政府季建业市长出席开幕式。

我校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及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为参加此次
专利交易会做了充分的准备，提供了一系列专利实体展品
和 20 多件专利介绍展板。专利实体展品有特种吸波材料、

在专利周期间，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发布《2013 年专利

石英坩锅、纳米不锈钢涂层、电子胰岛素注射器、智能

战略推进计划》，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联合举办第十四届

LED 灯等。在专利交易会当天，我校的专利成果展台吸引

中国专利奖颁奖典礼，与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2012

了大批电视、报社记者等新闻媒体人士驻足采访。国家知

中国（南京）专利交易会，召开 2011 年优秀专利代理机

识产权局田力普局长一行人也到我校展台观看了展品，听

构、专利代理人评选活动发布会，以及举办中国第七届外

取了工作人员对展品的介绍。在专利交易会期间，工作人

观设计专利大赛颁奖活动。同时，还在南京主会场举办企

员还接受了众多对我校专利成果感兴趣的企业等各界人士

业知识产权战略实施专题论坛、企业家知识产权专题研修

的咨询和交流，受到了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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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顶级科学期刊精选

《Nano Letters》杂志精选：单层石
墨烯弯曲特性研究获新进展
撰稿人：中科院力学研究所 2012 年 12
月 19 日

近期，《纳米通讯》(Nano Letters)期刊
上发表了中科院力学研究所非线性力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魏宇杰研究员等关于单层石
墨烯的弯曲刚度和高斯弯曲特性的论文。
在非约束或弱约束条件下石墨烯在热力扰

这一特征使得研究者能结合第一原理计算

膜的弯曲刚度接近，从力学上表明这一材

动下将不可避免发生屈曲，这一过程由两

与 Helfrich 哈密顿量来准确确定单层石墨

料和生物细胞之间可能轻易产生相互匹配

个关键的物理量控制——正常弯曲刚度和

烯的 弯曲刚度和高斯弯曲系数。结果表明，

作用。

高斯弯曲刚度。依据富勒烯和单壁纳米碳

单层石墨烯的正常弯曲刚度为 1.44 电子伏

管的几何特性，需要两个主曲率半径来决

(2.31×10-19 牛米)，而其高斯弯曲刚度为

定富勒烯的几何结构，但碳管仅需一个曲

-1.52 电子伏 (2.43×10-19 牛米)。魏宇杰

率半径。

等发现单层石墨烯的弯曲刚度和生物细胞
了对 30 余种该科植物的化学成分和生物活性的研

《JACS》杂志精选：楝科植物有免疫抑制活性新成分

究，分离鉴定了 600 余个结构多样化的化合物，新
化合物超过 400 个，新骨架化合物 35 个；发现具
有显著生物活性的化合物 42 个。部分研究结果已

撰稿人：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在 Org. Lett.（12 篇）、J. Nat. Prod.（12 篇）等
国际刊物发表文章近 50 篇，并应邀撰写相关研究

近期，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科研人员从楝科植物

单、全新类型的先导结构。研究还发现天然的大环

科特迪瓦桃花芯木（Khaya ivorensis）中发现了一

内酯（ivorenolide A）在固体和溶液状态下都存在

新类型具有免疫抑制活性的大环内酯（Ivorenolide

有趣的自组装现象。

A）。该化合物具有罕见的共轭双炔片段以及 5 个
手性中心，并在 1,17-位形成了一 18-员的大环内
酯结构。研究人员通过波谱方法、X-单晶衍射等手
段确 定了其相对立体结构，同时还提出了该化合物
形成的可能生源途径。

本研究由上海药物所
岳建民研究组、左建
平研究组以及兰州大
学化学化工学院李瀛
研究组合作完 成。研

在生源合成途经启发下，科研人员对该化合物进行

究结果已在线发表于

了手性全合成，以 12 步的线性合成和 22%的总产

Journal

率得到其对映异构体（比旋光和 CD 相反），从而

American Chemical

确定了该大环内酯的绝对立体构型。

Society。迄今为止，

该化合物和其合成的对映异构体显示良好的免疫抑
制活性和选择性。Ivorenolide A 及其合成的对映
体的发现为研制新的免疫抑制剂提供了一个相对简

of

the

岳建民研究组在楝科
植物化学成分和生物
活性研究方面取得了
丰硕的结果，已完成

综述（Chem. Rev. 2009, 109, 1092)。该研究工
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项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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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Photonics》杂志精选：太阳能“漏斗”研究
获进展
撰稿人：北京大学 2012 年 12 月 24 日

采集太阳能并将之转变为电能是一直

冯济和王恩哥在之前的合作中，演示

子层面具有深刻影响。冯济的工作展

以来非常重要的课题。北京大学物理

了单层二硫化钼具有被称为“谷”的

示了非均匀应变场在调 控载流子方

学院量子材料科学中心的冯济在近期

量子自由度，体现出“谷”圆二色光

面的独特能力。弹性应变具有

的工作提出，通过应变构造所谓的

选择性及量子输运特性[Ting Cao et

d(d+1)/2 个 维 度 （ d 是材 料 的 维

“太阳能漏斗”，为 这一个课题提

al. Nature Communications 3,

度），相应的应变场则是一个

供全新的视角。这一工作发表在《自

887 (2012)]。除了特异的光学性能，

d(d+3)/2 维的连续变量，对材料性

然 — 光 子 学 》 [Ji Feng, et al.

二硫化钼还是一个只有 0.6 纳米厚的

能具有丰 富多变的调控能力。在超

Nature

超强度弹性晶体薄膜，可以承载 11%

强度材料崭露头角的今天，不难预见

(2012);doi:10.1038/nphoton.2012

的弹性应变。冯济与合作者通过基于

弹性应变工程将是一个具有理论和技

.285]上。

密度泛函 之 GW 近似，求解 Bethe-

术价值的科研方向。哥伦比亚大学的

Salpeter 方程，得出二硫化钼中的

James Hone 教授在《自然-光学》

准粒子能量（电子、空穴和激子）。

同期的 News and Views 上对冯济

计算显示，二硫化钼中的准粒子能量

的工作发表评述[Nature Photonics

对应变非常敏 感，其激子能量在材

6, 804-806 (2012)]，也对弹性应变

料的强度范围之内可以改变 0.7 eV

工程的潜力给予高度评价。

Photonics

6,

886-872

传统的材料所能承受的拉伸弹性应变
通常不会超过 0.2%。最近出现的一
类新型低维材料，如石墨烯，单层二
硫化钼等，能够承受巨大的弹性拉伸。
冯济及其合作 者考虑如何运用弹性
应变为材料带来前所未有的性能。他
们设想让探针顶压悬浮的弹性薄膜，
构造出一个不均匀的应变场。弹性应
变在微观上对应的是化学键的拉伸
或者压缩，改变材料中电子（或者载
流子）的能量。不均匀的应变分布就
可以引发一个对载流子的有效电场。
如果在一个器件中实现应力集中，即
能实现通过应力场 来集中载流子。
这就好像一个载流子“漏斗”。冯济
及其合作者提出的器件的几何形状也
正好是漏斗形。
作为概念演示，冯济与合作者针对单
层二硫化钼开展数值模拟。单层二硫
化钼是目前备受关注的 量子材料。

之多。结合经典分子动力学计算出顶
压下的单层二硫化钼的应变分布，冯
济及其合作者演示了这一设计的可行
性。
应变和应变场对材料的许多性能在量

这项工作是与 MIT 材料系和核工程
系的李巨教授、钱晓峰博士和
Cheng-Wei Huang 合作完成的，
受到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973 计
划、美国 NSF 及空军等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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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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