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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要 

-《Nature Communications》刊登生科

院张辰宇教授课题组在哺乳动物皮下脂肪

发挥的生物学功能方面研究取得的重要进

展 

-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在探

测Majorana费米子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在量子化

拓扑霍尔效应的研究中取得新进展 

-《Phyiscal Review Letters》发表张海军

教授课题组Weyl半金属方面的最新研究成

果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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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1通路在体内能量状态感知

与肥胖发生中作用机制示意图 

 

封面文章 

模式动物研究所陈帅教授课题组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发表肥

胖发病机理的重要研究成果 

       我校模式动物研究所陈帅教授实验室在肥胖发病机理研究中取得重要

进展，相关成果“Disruption of the AMPK–TBC1D1 nexus increases 

lipogenic gene expression and causes obesity in mice via promoting 

IGF1 secretion”于2016年6月15日在线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

（PNAS）。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陈亮、陈俏利和谢冰弦为论文共同第一作

者，陈帅教授和王宏宇副研究员为共同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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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电高分子柔性脉搏传感器件：关注我们心血管系统的健康 

 NEWS 科技新闻  

本期目录 

RESEARCHES 科学研究 

南京市委书记黄莉新率队调研南京“环保创客谷”我校代表参与接待并作重点汇报 

南大与科廷大学建立重大工程管理研究合作关系 

陈骏校长一行赴南京大学常熟生态研究院检查工作  

校领导出席香港科技大学25周年校庆暨首届亚洲高等教育峰会 

2016生物技术与健康国际论坛在我校举行 

南大环保研究成果亮相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 

南京大学董树文教授荣获“俄罗斯联邦最高友谊奖” 

朱嘉教授入选江苏省首批“青年双创英才” 

沈勇教授带领中国团队首次主导声学国际标准制定工作 

2016年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新材料领域青年人才座谈会在我校召开 

我校召开2016年科技管理工作会议 

我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和部分院士热议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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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CIES & REVIEWS 科技评论 

计算机系陈力军教授课题组在量子通信领域取得系列进展 

王牧教授和彭茹雯教授研究组成功实现任意形状衬底上3D金属纳米结构的构建 

我校李建龙教授实验室在生态植被遥感评估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 

物理学院李绍春教授课题组首次实现利用应力场调控拓扑绝缘体表面动力学性质 

基金委主任在《自然》发表评论讨论如何提振中国基础研究 

别让僵化制度捆住科研的翅膀 

郑永春：激发"青椒""青稞"活力是科技创新的关键 

人民日报：让经费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务 

重视科研工作中“人的因素” 

科研评价不是一部分人的自娱自乐 

 FOCUS 国际热点 

《Nature》本月亮点 

《Science》本月要闻摘录 

科学家发现能够让寨卡病毒“失效”的抗体 

石墨烯可望大幅提升柔性显示屏性能：亮度高能耗低 

科学家把二氧化碳变成石头应对全球变暖低 

爱尔兰科学家发现光子奇异性质：或颠覆量子力学基础 

日本研发出不使用稀有元素的红光半导体 

美科学家将启动人类基因组编写计划 或引发争议 

人体“基因剪刀”抗癌试验首次通过审查 

研究人员发现可对抗“超级细菌”的新型抗生素 

太阳系外发现生命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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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3日上午，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书记黄

莉新一行来到国家级环保服务业集聚区、我校重要

创新创业基地“南京环保产业创新中心”专题调研南

京“环保创客谷”。南京环保产业创新中心理事长、

南京大学校长助理李成，南京环保产业创新中心常

务副主任、南京大学环境学院刘福强教授等参与接

待并重点汇报。 

       黄莉新等现场考察了展示推广平台、技术研发

平台、环境检测平台、人才创业平台、信息服务平

台等，详细询问了南京“环保创客谷”建设规模和运

行状况，着重关注具有国际先进性和竞争力的新技

术研发和应用推广。在了解到南京“环保创客谷”已

面向国内外吸引了十余名“千人计划”、“万人计划”、

长江学者、杰青等知名科学家在江宁创业并孵化引

进数十个高新技术企业后，黄莉新对“政产学研”紧

密合作的成效表示充分肯定。在了解到地方政府直

接参与、支持南京大学一流创新团队建设和发展南

京环保产业创新中心、江苏国创环保科技孵化器并

面向国内外高端人才创新创业提供专业化、系统化

开放服务后，黄莉新强调，一定要抓好技术创新、

做好机制创新，学习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和李

克强总理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尽快建成全国最高水平的环保科技创新创业高地。 

       南京“环保创客谷”由南京环保产业创新中心主

体承建、江苏国创环保科技孵化器运行管理，充分

利用南京大学、环保服务业集聚区、环保部化工污

染控制战略联盟、国家重大水专项等国家级产业技

术创新平台，广泛联合国内外高水平科研院所和高

科技环保企业，积极发挥政策、科技和人才集聚综

合优势，开拓创新市场化机制、专业化服务和资本

化途径，实现创新与创业相结合、线上与线下相结

合、孵化与投资相结合，为环保创业者提供良好的

工作、网络、社交和资源共享平台，促进环保产业

尤其是环保服务业的快速、高端发展。 

南京市委书记黄莉新率队调研南京“环保创客谷” 

我校代表参与接待并作重点汇报  
※环境学院 

科 

技 

新 

闻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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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日，澳大利亚科廷大学（Curtin Univer-

sity）副校长Seth Kunin率团来访，南京大学和工

程管理学院分别就全面开展校际合作及工程管理学

科协同创新签署协议。校长助理濮励杰会见来访客

人，我校社科处、国际处、工程管理学院以及来自

上海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同济大学、华中

科技大学的相关学科负责人陪同会见。 

       会谈中，濮励杰和Seth Kunin分别介绍了两校

的历史和发展。濮励杰指出，科廷大学是澳洲发展

最快的高校之一，工程学科优势明显。上交、哈工

大、同济、华中科大也是国内工程学科名校，南大

联手四校与科廷大学的合作必将推动我校工程学科

的发展，并通过协同创新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和社会重大工程管理需求。Seth Kunin对高校应发

挥更大的社会责任表示赞同。他认为，中澳六校之

间的合作不仅能够通过协同研究解决社会面临的重

大复杂问题，也将探索跨学科、跨校、跨国界的合

作模式。他希望以此次合作为契机，将来与南京大

学的其他学科以及中国最优秀的其他大学开展更深

入的合作。 

       会谈结束后，濮励杰和Seth Kunin签署校际合

作协议。工程管理学院院长周晶与科廷大学科技处

处长Charlie Thorn签署学科合作协议。 

       访问期间，我校工程管理学院举办了第一届互

联网与大数据时代下的重大工程管理国际论坛，来

自科廷大学和国内五所学校的13位专家学者就相关

研究成果、科研平台和队伍建设做了分享，并就今

后的深入合作进一步交换意见。论坛由盛昭瀚教授

主持。 

       据悉，科廷大学建于1967年，素有澳洲MIT之

称，是澳大利亚西海岸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全

澳名列榜首的科技大学。科廷大学也是澳洲最早的

一所为海外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的学生提供国际性教

育的大学。 

 

南大与科廷大学建立重大工程管理研究合作关系 

※工程管理学院 李浩  

濮励杰校长助理和科廷大学Seth Kunin副校长签署校际合作协议 工程管理学院院长周晶与科廷大学科技处处长Charlie Thorn签署学科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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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香港科技大学邀请，我校潘毅副校长一行于6月19日至21日赴港出席香港科技大学25周年校庆，并参

加首届亚洲高等教育峰会。 

       此次峰会由香港科技大学与泰晤士高等教育联合筹办，邀请包含C9高校在内的全球近百所高校代表参

会。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Cordova女士、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杨卫主任、联想公司创始人柳传

志先生等出席峰会。来自41所著名高校的校长在会上就“大学如何培育创新与创造”这一主题发表了自己的看

法。 

       会议期间，潘毅副校长与香港科技大学陈繁昌校长就两校合作展开交流，就学校与产业界的关系问题与

曼彻斯特大学校长进行探讨，并与其他多所高校代表进行了愉快的交流。 

       6月20日中午，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张晓明主任会晤来自内地高校的数位校长，

鼓励高校在对港交流中发挥更大作用。 

校领导出席香港科技大学25周年校庆暨首届亚洲高等教育峰会 

※港澳台办 

科 

技 

新 

闻 NEWS  

       6月30日上午，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昆山创新研究院院长邹志刚和南京大学校长助理李成等的

陪同下，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陈骏一行赴南京大学常熟生态研究院检查工作。 

       安树青院长介绍了研究院的平台建设、技术研发、产业孵化、人才培养及国际交流等基本情况，并对今

年6月1日研究院河流生态修复与人工湿地技术成果作为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重大专项标志性成果在国家

“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中接受国家领导人、创新大会专家和各界人士的检阅情况以及2016第十届国际湿地

大会的筹备情况做了详细介绍。 

       陈骏校长对研究院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研究院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紧密配合地方建设工

作，全力打造标准化示范工程，使研究院工作走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前列。希望研究院能秉承“嚼得菜根，做

得大事”的优良传统，发扬“诚朴雄伟，励学敦行”的校训精神，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南京大学常熟生态研究院是由南京大学和常熟市人民政府合作共建的国内第一家生态领域产学研用新型

载体。研究院成立以来，发挥南京大学学科优势，吸引青年才俊加盟研究院，实现了学科的技术创新与研究

院的跨越式发展。 

陈骏校长一行赴南京大学常熟生态研究院检查工作 

※常熟生态研究院  



科技信息  |  2016年第6期  |  总第228期  

7  

科 

技 

新 

闻 NEWS 

       6月13日，2016生物技术与健康国际论坛在

南京大学仙林校区生命科学学院一楼报告厅举

行，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吕

建，美国科学院院士、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

校教授Carol Gross，澳大利亚Walter and Eliza 

Hall 医 学 研 究 所 生 物 信 息 学 系 主 任 Terence 

Speed，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

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上海辰山植物园/

研究中心主任陈晓亚，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

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林，南京大学校

长助理、金陵学院院长陈建群，以及中国科学院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上海

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东南大学和南京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医学院的专家、负责人、师生代表共

计200余位海内外生命科学学界专家、学者及校友

出席论坛。论坛由我校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卢

山主持。 

       吕建在开幕致辞中对参加论坛的海内外专家

学者和校友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感谢，并表示将

为生命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支持。在介绍了本

次国际论坛的主题和意义后，吕建预祝论坛取得

圆满成功。 

       会上，我校生命科学学院执行院长华子春和

与会代表回顾了生科院建院102周年、生物化学系

建系30年来的历史发展进程，高度评价了生化系

创始人郑集教授、朱德煦教授对生命科学以及南

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发展所做的巨大贡献。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系1979级校友李

林研究员代表此次返校的校友发言。他代表校友

们表达了对母校培养的感谢之情，并表示愿为母

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吕建为南京大学“朱德煦创新奖学基金”的主要

捐赠和创立者——刘建宁教授、上海林叶生物科

技公司叶昀女士和林克先生、朱剑琴女士、华子

春教授、南京多宁生物制品公司徐伟星先生和南

京吉瑞康科技有限公司代表颁发了感谢状。 

       开 幕 式 后，Carol  Gross 教 授、Terence 

Speed教授、陈晓亚院士和高维强教授分别为在场

的专家学者、校友们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 

2016生物技术与健康国际论坛在我校举行 

※生命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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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31日，由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军委装备发展部主办的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

在北京展览馆举行，本次展览集中展示了我国“十二五”期间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其中，南京大

学展出了“高浓度有机化工废水处理成套技术与装备”，作为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简称“水

专项”）五项标志性成果之一，接受国家领导人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检阅。 

       当晚8点，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及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来成就展参观；6 月3日，习近平总

书记、李克强总理、张德江委员长等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专程来到成就展视察。其中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陈至立、科技部党组书记王志刚等一大批领导以及专家、媒体代表来到“水专项”展台前视察，“十

二五”淮河项目负责人、我校环境学院李爱民教授代表学校和项目团队向前来参观的领导及专家做了详细介

绍。 

       据介绍，化工、印染、制药行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同时也是重污染行业，其中精细有机化工行业

废水成分复杂、盐份高、毒性强、治理难度大，是水污染控制的难点。南京大学团队针对精细化工等典型工

业行业难降解有机废水稳定达标和毒性减排的技术难题，成功研发出以毒害污染物资源化、高效转化与毒性

减排技术为核心的高浓度化工有机废水处理成套技术与装备。该整装成套技术可以实现废水的资源化、能源

化及无毒化，处理出水可达到我国地表水Ⅳ类水标准及美国环保署工业废水排水急性生物毒性标准。技术获

得美国授权发明专利3项、中国发明专利30项，部分成果被征集入选科技部、水利部组织的《节水治污水生

态修复先进技术目录》。该项目技术对近年来淮河水质改善、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以及饮用水安全保障起到了

重要的促进作用。 

南大环保研究成果亮相国家“十二五”科技创新成就展 

※环境学院 

科 

技 

新 

闻 NEWS  

       6月16日，俄罗斯联邦最高友谊奖颁奖仪式在俄罗斯驻华大使馆举行，南京大学董树文教授因在与俄罗

斯地球科学界密切合作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获此殊荣。 

       据了解，该奖项于今年元月由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专门授予在与俄罗斯合作中做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

士，包括科学、经济、文化、军事和外交各个领域。 

南京大学董树文教授荣获“俄罗斯联邦最高友谊奖”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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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关于加快推进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精神，深入发掘青年创新创业典型，营造关

心支持青年创新创业的良好社会氛围，团省委联合

省经信委、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人社厅等单位

开展了首届江苏省“青年双创英才”评选寻访活动。

近日，20人的“青年双创英才”名单正式公布，南京

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朱嘉教授入选，并在

全省大学生创业大赛启动仪式上被授予奖状和奖

杯。 

       朱嘉于南京大学物理学专业获学士学位，后留

学美国，获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系硕士和博士学

位。博士毕业后，朱嘉选择跟随美国工程院院士、

中科院外籍院士张翔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博士

后，并获得美国教职。2013年，他积极响应国家引

进高层次人才的号召，入选首批中组部第十批“青年

千人计划”，回到母校南京大学，投身高校科研与教

学一线，担任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助理院长。 

       朱嘉的研究项目服务于能源、环境相关重大需

求，在高效太阳光-热转换、新型高效太阳能海水淡

化以及低成本太阳能电池材料等方面已取得多项具

有重要创新意义和应用价值的成果，其最新研究成

果——海水淡化的利器“黑金”，在国内外学术界和

产业界均产生较大轰动。他的课题组在国际上首次

利用金属纳米等离激元增强效应实现了高效太阳能

海水淡化，其能量传递效率约90%，淡化前后盐度

降低4个数量级。该项成果自报道以来受到包括

Science news、Livescience、中国科学报、人民

网、南京日报、新浪网等国内外知名杂志和媒体的

广泛报道，其中美国《科学》杂志以“新的水纯化系

统可为世界解渴”为题，高度评价了此项工作。 

       朱嘉2011年获美国无机化学学会青年科学家

奖,2014年入选江苏“双创”和“六大人才高峰”计划；

他主持参与了多项国家与省部级科研项目，包括国

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青年“973”项目（首席科学

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面上项目、江苏省自然

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并参与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创新群体项目。 

朱嘉教授入选江苏省首批“青年双创英才” 

※团委 朱超 王清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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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学物理学院声学研究所沈勇教授课题组在主导声学国际标准制定方面取得开创性进展。 

       2016年5月，中国提出的《IEC 63034 Microspeakers微型扬声器》标准被列入IEC/TC100的工作计

划，正式组建项目专家组，沈勇教授为组长，项目组专家来自中、美、德、英、日等国。该标准是我国声学

领域首个自主提出、具有技术主导性的声学国际标准，填补了国内外标准在微电声领域的空白，打破了欧美

等发达国家主导制定声学领域国际标准的现状，标志着我国声学产业向占领国际标准制高点迈出了至关重要

的一步，对促进我国声学产业健康、持续、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IEC 63034 Microspeakers微型扬声器》标准适用于便携式电子设备中的微型扬声器。个人笔记本计

算机、平板计算机、手机、智能手表、音乐播放器等便携式电子设备更新换代快，年成交量巨大，市场对微

型扬声器的需求也急速增长。同时，超薄型电子产品的出现也对微型扬声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在越来越

薄、越来越小的情况下，还能保证较高的音质。因此，亟需制定微型扬声器国际标准，促进行业统一和市场

发展。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微电声行业已经形成了较完整的产业链。中国已成为全球微电声产品生产、出口的

强国和大国。然而,电声领域国际标准全部为欧美等发达国家主导制定。作为世界电声大国, 标准制定落后于

产业发展的现状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声学行业发展的瓶颈。 

       “三流企业做产品，二流企业做品牌，一流企业做标准”。中国对世界经济贡献良多，中国很有必要参与

到行业国际标准的制定中去，取得国际同行业者的认可，用自己的能力来证明其国际地位。沈勇教授带领中

国团队提出微型扬声器国际标准，有助于我国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 

       IEC 国际标准和合格评定体系为促进全球电工电子领域国际贸易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被誉为国际贸易

的“通行证”。《IEC 63034 Microspeakers微型扬声器》是我国首次承担主导制定声学领域国际标准任务，

是我国声学国际标准化活动的里程碑，标志着我国声学产业在占领国际标准制高点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对

促进我国声学产业健康、持续、快速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沈勇教授带领中国团队首次主导声学国际标准制定工作 

※物理学院 

科 

技 

新 

闻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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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8日下午，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新材料领

域青年人才座谈会在我校召开。科技厅夏冰厅长、

杨天和、蔡永兵处长、南京大学科技处徐夕生处长

出席座谈会，来自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解放军理工大学、南京

师范大学等15所高校“新材料”领域青年人才代表及

科技处相关负责人参加座谈会。 

       徐夕生处长致欢迎词，并简要介绍了我校省自

科学然基金的发展现状。我校优秀青年科技人才代

表王晓勇教授、邓正涛教授做汇报发言，介绍自己

的科研成长经历及对未来科研的展望。参会人员发

言踊跃，并对我省自然科学基金工作提出一些建

议。 

       夏冰厅长在讲话中首先介绍了设立省自然科学

基金的背景和目的。然后介绍在管理方式上：立项

过程中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在验收方式上：通

过学术同行评点研究方向、提出存在的问题、做出

专业指导， 增强青年学者的科研信心。 

       最后夏冰厅长对青年人才提出了期待：一、结

合自己的兴趣在选题上多样性，既有论文的导向、

又有现实的意义和国家资源的导向。二、提供更多

政策支持为青年人才搭建平台，多方努力活跃学术

气氛，促进协同合作研究。三、有良好的学风、坚

定的志向，增强学术信心，为国家创新工作作出贡

献。  

       为加强青年科研人才的培养，2012年，江苏省

在自然科学基金计划中专门设立了杰出青年基金项

目和青年基金项目，今年新增优青项目，为我省储

备和培养科技骨干人才作了积极探索，促进我省青

年科学技术人才成长。我校积极组织全校青年教师

申报，2012年以来，有34人获得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资助，179人获得青年基金项目支持，今年有4人获

得优青项目支持。  

2016年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新材料领域青年人才 

座谈会在我校召开 

※科学技术处 宋平 朱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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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8日上午，我校在仙林校区常州楼二楼报告厅召开2016年科技管理工作会议。会议由科学技

术处处长、科研经费管理中心主任徐夕生主持。潘毅副校长出席会议并讲话，各院系科研项目负责

人、科研秘书100多人参加了会议。 

       潘毅副校长在会上做了科技管理工作报告，他回顾了我校2015年科技管理工作情况并全面介绍当

前科技形势和努力方向，同时肯定了科研秘书在科技管理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此后宣读了《南京大学

关于表彰2015年度优秀科研秘书的决定》，并为9位获奖者颁奖。他对各科研秘书提出了四点要求：

1、增强服务意识。 2、树立责任意识。3、强化助手意识。4、培养研究意识。最后，潘毅副校长希

望各位课题负责人、科研秘书在今后的工作中再接再厉，为南京大学科技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会上，徐夕生处长报告了我校在2015年中取得的科技成果。获奖科研秘书发表了获奖感言。会议

邀请了国家科学技术部财务专家王玲做题为“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的监督管理及课题验收”的科研经费管

理培训。我校科研经费管理中心副主任谢彤做了题为“《国家自然科学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具体条款解

读”的报告，详细介绍了国家自然基金项目经费管理的新特征、新变化。会后参会人员领取了《南京大

学科研经费管理手册》（第二册）。 

我校召开2016年科技管理工作会议 

※科学技术处 钱齐正    

科 

技 

新 

闻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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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同志在我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指出，我

国科技事业发展的目标是：到2020年时使我国进

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0年时使我国进入创新

型国家前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使我国成为世

界科技强国。两院院士和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国家

的财富、人民的骄傲、民族的光荣，大家责任重

大、使命重大，应该努力为建成创新型国家、建

成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为更好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精神，7月1日，我校在鼓楼校区召开学术委员会

暨部分院士研讨会，校党委书记张异宾、校长陈

骏、常务副校长吕建，我校部分学术委员会委

员、部分院士、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等出席会

议。会议由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洪银兴教授主持。 

与会院士主要从全国创新大会的参会体会出发，

对学校的学科交叉发展、原创研究的方向、科技

创新的激励、科研人员的评价等方面展开热烈讨

论，并对学校的学科建设和科研发展提出了很多

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不创新不行，创新慢了也不

行”，很多院士对这句话的感触尤其深刻，一致认

为我校的科研事业发展已经到了需要转型的时

候，我国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需要我们这样的

研究型大学持续涌现一批重大原创性科学成果。

我校要围绕国家目标和战略需求，优化科技创新

布局，打造抢占国际科技制高点的重要战略创新

力量。 

       在认真听取了与会委员和院士们的意见和建

议后，张异宾书记对委员和院士们提出的发展建

议表示感谢并表示，南大最需要院士们这样的战

略科学家，学校一定会认真采纳这些建议。陈骏

校长总结了各位委员和院士们的具体建议，从学

科的国际评估、拔尖人才培养、学校发展规模、

研究工作的评价体系以及科研人员的待遇问题等

方面一一作了回应。他表示，南大会积极投入到

“双一流”的建设中去，也希望各位委员和院士继续

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我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和部分院士热议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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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我校模式动物研究所陈帅教授实验室在肥胖发病机理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相关

成果“Disruption of the AMPK–TBC1D1 nexus increases lipogenic gene expres-

sion and causes obesity in mice via promoting IGF1 secretion”于2016年6月15

日在线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陈亮、陈俏利和

谢冰弦为论文共同第一作者，陈帅教授和王宏宇副研究员为共同通讯作者。 

       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的改变导致近年来我国肥胖发病率急剧增加，而肥胖是诱发

糖尿病、脂肪肝、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许多慢性病的重要危险因素。缺乏运动以

及高能量食物摄入会改变身体内能量状态，最终导致肥胖，但这背后的分子机制尚不

完全清楚。 

       该论文利用细胞生物学和生物化学方法结合基因工程小鼠模型，对能量过剩导致

肥胖的分子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腺苷酸激活的蛋白激酶（AMPK）是细胞的能量感

受器：能量过剩时如缺乏运动或过多能量摄入，AMPK活性会被抑制；而能量缺乏

时，AMPK会被激活。本文作者发现AMPK激活可抑制细胞分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

（IGF-1）。其 机 制 是 AMPK 磷 酸 化 RabGAP 蛋 白 TBC1D1 上 的 丝 氨 酸 231 位 点

（Ser231），抑制其GAP活性，从而减少下游分子开关Rab8a的GDP装载形式；而

GDP装载的Rab8a可以促进细胞分泌 IGF-1。当在小鼠体内利用基因工程手段将

TBC1D1上231位的丝氨酸突变为非磷酸化的丙氨酸时，IGF-1分泌增加致使小鼠中

IGF1R－PKB－mTOR通路活化，进而促进生长和脂质合成，导致小鼠罹患肥胖；而

模式动物研究所陈帅教授课题组 

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发表肥胖发病机理的重要研究成果 

※模式动物研究所  

科 

学 

研 

究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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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胖又进一步致使TBC1D1Ser231Ala基因敲入小鼠发生糖尿病和脂肪

肝。该研究阐明了AMPK－TBC1D1－Rab8a－IGF-1通路在体内能量状

态感知与肥胖发生中的作用机制，为今后干预和治疗肥胖提供了新靶点

和新思路。 

科 

学 

研 

究 RESEARCHES 

图一：AMPK－TBC1D1－Rab8a－IGF-1通路在体内能量状态

感知与肥胖发生中作用机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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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张辰宇教授课题组在皮下脂肪发挥功能分子机制的研究中取得

重要进展，相关研究成果“Fasting induces a subcutaneous-to-visceral fat switch me-

diated by microRNA-149-3p and suppression of PRDM16 ”在线发表在自然子刊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6 May 31;7:11533)上。博士生丁寒莹是论文的第一作

者，姜晓宏副教授为该论文的通讯作者，张辰宇教授及其课题组助理研究员李菁为该论文

的共同通讯作者。 

       随着肥胖的全球化，很多人到了谈“脂”色变的地步，因而忽略了脂肪组织所提供的很

多重要生理功能。目前较为公认的定义肥胖的指标是BMI指数，然而，研究发现肥胖导致

的疾病与脂肪堆积的位置密切相关。内脏脂肪的过度累积易导致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一

系列代谢性疾病的发生发展；而皮下脂肪的堆积除了影响美观，与以上疾病并未体现出直

接相关性，因而被称为“健康的脂肪”。因此，研究脂肪组织在不同生理情况下的调控机

制，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不同位置脂肪的生物学功能，并帮助我们寻找正确的治疗肥

胖引起代谢性疾病的方法和靶点。 

       寒冷和饥饿是在人类在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一直面临的挑战。脂肪最被熟知的功能

就是存贮功能，在食物短缺时可以通过分解脂肪为机体提供能量；而近期研究指出，人体

的皮下脂肪中有相当一部分“米黄色”脂肪细胞可以通过在冷环境中产生热量来维持体温，

而这部分细胞在内脏脂肪中则很少有分布。以上研究已经从分子层面证明了皮下脂肪与内

脏脂肪的功能有显著差异，但是在饥饿情况下，这两部分脂肪的功能又有怎样的不同尚无

《Nature Communications》刊登生科院张辰宇教授

课题组在哺乳动物皮下脂肪发挥的生物学功能方面研究

取得的重要进展 

※生命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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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在本研究中，张辰宇课题组发现，皮下脂肪除了具有“褐色化”以抵御寒冷的能

力，还能够在饥饿的时候向“白色化”方向转变以保存能量，并明确了其分子调控机

制；揭示出皮下脂肪在不同生理状态下通过其强大的可塑性，维持机体能量平衡的生

物学功能 (Fig. 1.)。另外，他们发现“间歇性禁食”能够显著降低有害的内脏脂肪而非皮

下脂肪，进一步显示了皮下脂肪“白色化”是对禁食引起的生理应激的一种适应性反

应， 并证明了这种减肥方法的科学性。此外，他们发现可以通过在皮下脂肪中抑制

miR-149-3p的表达激活其中的“米黄色”细胞，从而提高全身的能量消耗；较之全身服

药可能引起的副作用，本研究提供了更为安全的治疗肥胖的潜在策略。 

       该项研究依托南京大学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大学生命科学高等研

究 院，南 京大学 生 命科 学学 院，得 到国家 自 然科 学基 金 项 目（No.81200201，

81550001，81250044 和 31301060）、以 及 国 家 重 点 基 础 研 究 发 展 计 划

（2014CB542300号）的经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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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不同生理条件下miRNA-149-3p调控皮下脂肪褐色化/内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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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南京大学牵头组建的“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三个成员单位合作在

Majorana费米子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南京大学李绍春课题组、上海交通大学贾金锋课题

组和浙江大学张富春课题组、许祝安课题组）。该团队在国际上首次成功探测到Majorana费米

子的零能态和自旋态的双重判据，从而证实了Majorana费米子的存在。相关研究成果以

“Majorana Zero Mode Detected with Spin Selective Andreev Reflection in the Vortex of 

a Topological Superconductor”为题，于2016年06月22日在线发表在Physical Review Let-

ters [Phys. Rev. Lett. 116, 257003 (2016)]上。南京大学李绍春教授（青年千人），浙江大学

张富春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贾金锋教授作为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上海交大博士研究生孙昊桦

与南京大学物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凯文为此项研究做出同等贡献。 

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在探测Majorana费米子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人工微结构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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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布会现场合影：从左至右分别是邢定钰院士（南京大学）、李绍春教授（南京大学）、孙昊桦（上海

交大）、贾金锋教授（上海交大）、张富春教授（浙江大学）和刘灿华研究员（上海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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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jorana费米子是一类特殊的费米子，它的反粒子为其本身，并且遵从非阿贝尔统计

规律。 1937年，意大利物理学家Ettore Majorana在理论上预言了Majorana费米子的存

在。随后的80多年里，科学家们一直希望能够在实验上观察到Majorana费米子。中微子被

认为是一种可能的Majorana费米子，然而实验上探测中微子的本质异常困难。迄今为止，

在实验上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观察到了Majorana费米子。在凝聚态物理领域，在某些特殊

的材料体系中，Majorana费米子可以以一种准粒子激发的形式存在，被称为Majorana束

缚态。研究固体材料中的Majorana费米子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巨大的潜在应用价值。找

到Majorana费米子，就能为制造拓扑量子计算机提供可能的材料基础，从而使得实现拓扑

量子计算成为可能。 

       2007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Fu Liang和C.L. Kane等人从理论上预言了三维拓扑绝缘体

和s-波超导体的界面处可以存在磁通诱导的Majorana费米子。随后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

研究Majorana费米子的热潮，理论和实验两方面都有长足的进展。很多课题组都在一维或

者二维体系中看到了Majorana费米子存在的一个迹象，即零能态。然而，仅仅通过零能态

并不能充分证明Majorana费米子的存在。另一个重要的信息是自旋，只有同时测到了自旋

特征，才能够作为证实Majorana费米子存在的判据。2014年，Patrick A. Lee和K. T. Law

等人在理论上预言了一维系统中Majorana费米子具有自旋选择性的Andreev 反射效应。受

到这个工作的启发，贾金锋课题组把这种效应扩展到二维s波超导和拓扑绝缘体构建的拓扑

超导体中，希望在原子尺度观察到磁通中心处的自旋选择性Andreev反射效应。 

       该工作的难点在于，由于Majorana费米子的自旋信号非常微弱，实验必须在极低的温

度（30mK）下才能进行，而且测量需要达到极高的精度。该工作的完成不仅需要先进的实

验设备平台，而且需要先进的实验技术。李绍春教授在南京大学物理学院、固体微结构物

理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支持下搭建的30mK扫描隧道显微镜系统，是目前国际上少有的可以完

成这个工作的实验设备，并且承担了该研究工作的全部实验。该工作选择由NbSe2和

Bi2Te3界面构建的拓扑超导体作为研究体系，在极低温度（30mK）下，利用自旋极化的

扫描隧道显微镜，直接在磁通中心测量Majorana费米子的自旋信息。当针尖的极化方向与

外加磁场的方向平行时，得到了隧道电流的”高电导态”, 而当针尖的极化方向与外加磁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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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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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反平行时，获得了隧道电流的“低电导态”，如图所示。实验结果完全与张富春教授课题组的

理论计算结果吻合，从而证实了Majorana费米子的自旋信息。 

       本工作的意义在于，在国际上首次同时获得了Majorana费米子的零能态和自旋态的双重判

据，从而证实了Majorana费米子的存在，将有利于进一步推进拓扑量子计算的研究和发展，是

南京大学组建的“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的一个成功的合作典范。6月22日下午在

上海交大召开了该工作的新闻发布会，“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邢定钰院士和

南京大学李绍春教授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该工作得到了科技部，自然科学基金委，青年千人计划，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

等的经费支持。 

       相关文章链接：http://journals.aps.org/prl/abstract/10.1103/PhysRevLett.116.257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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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 利用非自旋极化针尖，在零偏压下获得的Bi2Te3 / NbSe2表面磁通的dI / dV 空间扫描图；(b) 

利用自旋极化的针尖在磁通中心获得的dI / dV曲线，红色为针尖极化平行于磁场，黑色为针尖极化反平

行于磁场；（3）利用自旋极化的针尖在远离磁通处测量的dI / dV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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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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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健副教授、陈延峰教授研究组在

量子化拓扑霍尔效应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该结果以”Predicted Quantum Topo-

logical Hall Effect and Noncoplanar Antiferromagnetism in K0.5RhO2”为

题，于 2016 年 6 月 20 日 发 表 在《Physical  Review  Letters》[116,  256601 

(2016)]。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周健副教授和绍兴文理学院物理系梁奇锋副教

授为共同第一作者，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陈延峰教授和台湾大学物理系郭光

宇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北京物理所翁红明研究员、我校工学院姚淑华副教授、

物理学院陈延彬副教授和董锦明教授参与了本工作。 

       霍尔效应（Hall effect）是指在一个通有电流的导体中，如果施加垂直磁

场，则在垂直于磁场和电流的方向上产生一个横向电压的现象。这一现象由E. H. 

Hall于1879年发现，次年他进一步发现：在铁磁导体中的霍尔效应远大于非磁材

料，甚至在不加外磁场时也会有霍尔效应，被称为反常霍尔效应（anomalous 

Hall effect）。对于霍尔效应，可以用简单的洛伦磁力来解释，而本征的反常霍

尔效应则需要利用电子的自旋轨道耦合和Berry曲率才能够得到解释。 

       在霍尔效应发现100年后，德国物理学家von Klitzing于1980年发现了量子

霍尔效应，即整数量子霍尔效应。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崔琦则于1982年发现了分数

量子霍尔效应。对应于反常霍尔效应的量子化更为扑朔迷离，直到2013年，我国

清华大学和中科院物理所的研究团队才在铁磁掺杂的拓扑绝缘体（Cr掺杂(Bi,Sb)

2Te3）中实现了量子化反常霍尔效应（quantum anomalous Hall effect, QA-

HE），从而成为继量子霍尔效应、量子自旋霍尔效应之后的“量子霍尔效应家族

的最后一位成员”。 

       但事实上，反常霍尔效应可以更“反常”。2001年，东京大学Nagaosa教授等

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在量子化 

拓扑霍尔效应的研究中取得新进展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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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提出：如果一个巡游电子经过一个非共面磁结构，就会获得一个Berry相位γ=Ω/2，其中Ω

=S1·(S2×S3) 代表三个自旋矢量张成的立体角，也就是scalar spin chirality，如图1所

示。这个Berry相位等效于一个外磁场，从而可以产生巨大的反常霍尔效应。人们把这种

由非共面磁性所造成的反常霍尔效应称之为非常规的反常霍尔效应（unconventional 

anomalous Hall  effect）或者拓扑霍尔效应（topological anomalous Hall  effect, 

THE）。目前人们已经在多个体系中证实了THE的存在。比如最近在室温下观察到Mn3Sn

中具有的巨大的反常霍尔效应就是来自于这种非共面磁性。在Skyrmions体系中也观察到

了THE。 

图1. 三个非共面的磁矩张成一个立体角Ω。 

       目前关于这种“反常”的反常霍尔效应是否可以实现量子化，即是否存在量子化拓扑霍

尔效应（quantum topological Hall effect, QTHE）的研究非常少。周健副教授、陈延峰

教授研究组的工作第一次通过第一性原理计算预测层状Rh氧化物材料K0.5RhO2可能会具

有QTHE。 

       KxRhO2是一个由RhO2层和K层交替排列形成的层状材料（图2(a)），其中RhO2层

形成二维的三角晶格。当x=0.5时，研究组通过计算并比较了大量不同磁结构的能量，发

现该材料具有一个特别的磁基态：全出／全进的非共面反铁磁（图2(a)和(b)），该磁结构

元胞为晶体学元胞的4倍（2×2×1）。从能带上看，该材料具有一个0.22 eV左右的能隙，

而且在能隙中，具有量子化的反常霍尔电导σAH，（图2(d)）。研究组计算了该体系的陈

数，发现一个元胞中的陈数是2，这是因为一个元胞里有两层RhO2，每一层的陈数为1，

所以总的陈数为2。理论上预言，具有非零陈数的体系可表现为内部是很好的体态绝缘性

质，而在边界上存在手性拓扑导电态，可无耗散地传输电流从而极大地降低器件的能耗，

因此在材料科学和电子学中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 

       在上述的计算中，并没有包含自旋轨道耦合，非共面的磁结构来自于三角晶格的自旋

阻错。如果进一步考虑到自旋轨道耦合的作用，则结果类似（如图2(e)）。通过简单的海

森堡模型估算出该体系磁结构的奈耳温度在20 K左右，远高于目前实验上的Cr掺杂(Bi,Sb)

2Te3体系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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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研究组通过第一性原理预测：K0.5RhO2中可能存在一种新的

QAHE—即QTHE。该效应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需要自旋轨道耦合，也不

需要系统具有净磁矩或者铁磁性，完全可以在净磁矩为零的反铁磁材料中

实现QAHE。该工作为实验上寻找其它的QAHE体系提供了新的思路。 

该工作得到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项目等基金的支持。 

       论 文 连 接 ： http://journals.aps.org/prl/abstract/10.1103/

PhysRevLett.116.256601 

图2. (a) K0.5RhO2的全出／全进的磁结构元胞，绿色箭头代表Rh离子磁矩的方向；(b) 一层RhO2层形

成的三角晶格及其磁矩；(c) 一层RhO2层中四个Rh离子上的磁矩张成一个Bloch球面，其立体角为4π，

因此对应的Berry相位为2π，陈数为1；(d) 不考虑自旋轨道耦合时，全出／全进磁结构的能带图（左）

和对应的反常霍尔电导随费米能的变化；（e）同图(d)类似，但是考虑了自旋轨道耦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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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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方面连续取得突破性进展，最新研究成果以《Ideal Weyl Semimetals in the Chal-

copyrites CuTlSe2, AgTlTe2, AuTlTe2, and ZnPbAs2》为题，于2016年06月3日在线

发表Phys. Rev. Lett. 116, 2268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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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德国物理数学家H. Weyl预言了一类具有固定手性（左旋或者右旋）的零

质量的新粒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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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11年，南京大学的万贤纲教授及其合作者发现在凝聚态

中低能激发的能量-动量色散关系可以精确地满足Weyl方程。这种低能激发准粒子就是人

们寻找多年的一类Weyl费米子。该理论发现是国际上凝聚态物理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

Weyl半金属具有手性反常等新奇物理性质，对低能耗电子器件、量子计算等前沿科技领

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目前，实验上确认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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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模型上来说，该类材料的低能电子态起源于复杂的d轨道，

没有一个简单的低能有效模型。从实验方面来说，体系中的Weyl点与平庸的体态混合在

一起，导致实验上不能准确探测到Weyl半金属的本征特性。 

 

       基于第一性原理计算和有效模型分析，课题组前期对HgTe系列经典化合物，包括

HgTe、HgSe和部分half-Heusler化合物，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外加轴向压力（或面

   《Phyiscal Review Letter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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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学 

研 

究 RESEAR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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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张力）可以打开一个体能隙，实现拓扑绝缘体态；然而，轴向张力（或面内压力）

并不能打开体能隙，而是得到一类新型的对称性保护的稳定Weyl半金属态。该Weyl

半金属态具有多重优点。首先，其低能电子态起源于Te的p轨道，可以由标准的

Luttinger哈密顿来描述，为进一步的理论工作提供了一个简洁漂亮的有效理论模型。

此外，体系中Weyl点受对称性要求，被限制在kx=0或ky=0平面内，并且Weyl点之间

由对称性关系彼此联系，本质为一套Weyl点。特别重要的是，所有Weyl点精确坐落

在费米能级，没有与平庸体电子态混合。故而，课题组称这类电子态为‘理想Weyl半金

属态’【Ruan et al. Nature Communications 7, 11136（2016）】。 

       是否存在某种真实的材料体系，在不需要外部应力的条件下，直接实现这种理想

Weyl半金属态呢？该项研究工作发现一类黄铜矿结构化合物ABC2(如CuTlSe2, Ag-

TlTe2, AuTlTe2, and ZnPbAs2)可以自然地展现‘理想Weyl半金属态’，不需要外加的

图 1：a和b是黄铜矿晶格结构示意图。a中的表示C原子偏离A和B原子构成的四面体

的中心。b中标出了晶格结构的二度旋转对称性和镜面对称性。c为动量空间的四对

Weyl费米子分布示意图。d为包含四个Weyl点的+kz平面的Berry曲率。e和f为

（001）表面的Fermi面和表面态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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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作用【Ruan et al. Phys. Rev. Lett. 116,226801(2016)】。如果把闪锌矿HgTe取两

倍的超包Hg2Te2，那么Hg2Te2成为黄铜矿晶格结构化合物(A=B=Hg， C=Te)，故而

闪锌矿晶格结构可以看做是一种特殊的黄铜矿晶格结构，见图1。对于一般的黄铜矿化合

物，A原子与B原子是不同原子，故而A和B原子围绕C原子形成的四面体不再是正四面

体，而会发生畸变。这种结构畸变效应自发地产生一种有效于闪锌矿结构HgTe中的外部

轴向压力或者张力。基于第一性原理计算，该项研究发现CuTlSe2, AgTlTe2, AuTlTe2, 

and ZnPbAs2中自发产生一种有效轴向张力，故而自然实现理想Weyl半金属态。 

       该项工作进一步推进了该研究团队前期的理想Weyl半金属研究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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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工作主要得到了国家青年千人计划的资助。 

文章链接： 

【1】Symmetry-protected ideal Weyl semimetal in HgTe-class materials 

Jiawei Ruan, Shao-Kai Jian, Hong Yao, Haijun Zhang, Shou-Cheng Zhang and 

Dingyu Xing 

Nature Communications 7,11136 (2016) 

http://www.nature.com/ncomms/2016/160401/ncomms11136/full/

ncomms11136.html 

【2】Ideal Weyl Semimetals in the Chalcopyrites CuTlSe2, AgTlTe2, AuTlTe2, and 

ZnPbAs2 

Jiawei Ruan, Shao-Kai Jian, Dongqin Zhang, Hong Yao, Haijun Zhang, Shou-

Cheng Zhang and Dingyu Xing 

Phys. Rev. Lett. 116, 226801(2016) 

http://journals.aps.org/prl/abstract/10.1103/PhysRevLett.116.226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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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使我们更加关注自身的健康。全天候

运动追踪手机、心脏检测腕表等为代

表的智能设备能够便捷地感知个体的

健康状态。 

       最 近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2016, 26, 3640）报道

了我校化学化工学院高分子系和生命

化学协同创新中心沈群东教授课题组

的一项研究。硕士研究生韩煦和陈昕

发明了一种小型、低成本的铁电高分

子柔性传感器，简单地贴合在手腕等部位，能够即时采集体浅表动脉的脉搏信

号，获得波形、波强、波速、节律等与心血管功能密切相关的参数；传感器也能

追踪不同生理状态下，如健身和服药状态下的脉搏波形变化，评估运动或血管扩

张药的效果。 

       传感器的核心部件是铁电高分子薄膜。这是一种特殊的功能材料，具有永久

的极性，能够感受到微弱的压力而发生极性的变化。桡动脉的脉搏压力变化不仅

包括心脏输出的主波，还包括次级信号，如反射波或重搏波。铁电高分子材料的

极化时间在纳秒数量级，且没有记忆效应，能够精确区分主次级信号。传感器在

铁电高分子柔性脉搏传感器件： 

关注我们心血管系统的健康 

※化学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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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压下借助薄膜自身的压电效应产生电信号，实现自供电驱动。借助半导体高分子层载

流子传输能力的变化，该器件输出可读的电流信号，能耗也仅为微瓦级，用一粒扣式锂

电池驱动预计可工作两年，与智能手机等相整合，非常适合于构建移动的健康检测平

台。该器件具有较好的柔性和生物相容性，可紧密地贴合在腕部、手指、足腕、颈部、

额头的皮肤上，在弯曲状态下的响应不受影响，未封装的器件保持了较好稳定性。 

       该研究采集了不同测试对象或运动前后的脉搏信号，用于评估心血管系统的即时状

态。对常用血管扩张药物（硝酸甘油）进行的动物试验表明，药物导致脉压和心率的波

动。研究的下一步目标是即时信号的远程传输，结合专门的手机App，实时收集与上传

用户的健康数据，建立个性化的健康档案，实现在线评估心血管系统，从而定制合适个

人的健身和心脏药物服用计划。该材料的研究曾入围2016春季Materials Research So-

ciety（美国材料研究学会）iMatSci的二十个参展项目。 

       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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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陈力军教授课题组在量子通信领域取得系列

重要进展，提出了基于Spin Angular Momentum (SAM) 和Orbital Angular 

Momentum (OAM)的高维量子路由，上述研究结果为高纬度的广域量子通信网

络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量子路由是量子网络中的必要器件。不同于经典网络路由的“存储-转

发”方式，量子的不可克隆和消相干等特性使得存储量子态是一项很难实现的技

术，因此经典网络路由的方法不能适用于量子通信网络。课题组人员利用无干扰

测量和量子点技术提出了一种完全量子路由，该量子路由根据控制电子的叠加量

子态将量子信号传输到不同的输出端口（如图1.a和1.b所示）。此外，该方案不

计算机系陈力军教授课题组在量子通信领域 

取得系列进展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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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a) 适用于仅携带自旋角动量SAM光子的量子路由；(b) 适用于仅携带轨道角动量OAM光子的高维量

子路由；(c) 适用于同时携带SAM和OAM光子的高维量子路由；(d) 适用于同时携带SAM和OAM光子的

多级高维量子路由。SAM/OAM phase gate可以改变不同路径上叠加态的相位差，从而使得Mach-

Zehnder干涉仪根据不同的相位差将光子传输至不同的输出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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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可以适用于仅携带SAM或者OAM，还可以适用于同时携带SAM和OAM的单光子比特

（如图1.c所示）。课题组人员使用串联的方式将简单的1-2量子路由扩展到1-n的多级量

子路由（如图1.d所示）。研究结果表明，根据不同的电子控制态，量子信号可以在不破

坏量子态的基础上传输到正确的输出端口（如图2所示）。有关结果发表在【Scientific 

Reports, 6, 27033(2016)】。 

图2. (a)量子路由对同时携带SAM和OAM的单光子作用成功概率；(b)多级量子路由的成功概率。 

       （2）反事实量子通信可以在量子信道上不传输任何量子信号的前提下完成通信任

务，从而进一步提高了量子通信的安全性。课题组人员提出了一种实现多方纠缠分发的

反事实方案。首先，使用双方反事实纠缠分发得到光子-电子纠缠对，再利用原子微腔系

统得到光子-光子纠缠对，这些光子-光子纠缠对利用纠缠分束器连接光子-电子纠缠对，

通过单光子的相互交换，从而得到多方的电子纠缠，如图3所示。有关结果发表在

【JOSA B, 33(4): 663-669 (2016)】。 

 

图3. 多方纠缠分发的效率 

       （3）课题组人员提出了两种实现三方纠缠分发的反事实方案，一种方案是使用光开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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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将三方分别与吸收物质进行干涉，利用“链式”量子芝诺效应，三方以完整的反

事实干涉概率完成纠缠分发任务，另一种方案是使用Michelson-type干涉仪交换

两对纠缠态，从而使得三方的光子处于纠缠态，另外，由于方案中使用的两个吸

收物质相距很远，该方案使得可实现的纠缠分发距离加倍，如图4所示。有关结果

发表在【 Optics express, 23(16): 21193-21203 (2015)】。 

图4. “链式”量子芝诺效应的参数影响 

       该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科技支撑

计划和中央高校基础科研业务费等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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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牧教授和彭茹雯教授研究组，通过其自主研发的超薄电化学沉积系

统，首 次 成 功 地 实 现 了 任 意 形 状 衬 底 上 的 三 维 金 属 纳 米 线 的 构 建，他 们 的 题 为

“Construction of 3D Metallic Nanostructures on an Arbitrarily Shaped Substrate”的

论文最近在线发表于《Advanced Materials》（DOI: 10.1002 /adma.201602049）；相

关链接为：http://dx.doi.org/10.1002/adma.201602049）。 

       三维(3D)微纳加工技术是实现未来高密度、高效率、低能耗的三维信息存储及处理的

基础，是未来信息技术的发展方向。目前的三维微纳加工技术如双光子、氧化铝模板法等

受限于成本、效率等因素不适合大规模应用，新的低成本的三维微纳加工技术是目前科学

研究和商业应用上的迫切需求。 

       最近，王牧教授和彭茹雯教授研究组在其独一无二的超薄电化学沉积系统的基础上，

引入交变信号叠加于恒压信号进行电化学沉积，结合离子束刻蚀实现了大范围的金属纳米

线阵列的制备（参见图一）。通过电化学沉积参数的调制，可以实现对纳米线阵列周期及

王牧教授和彭茹雯教授研究组成功实现任意形状 

衬底上3D金属纳米结构的构建 

※物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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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超薄电化学

沉积系统得到钴纳

米线阵列示意图及

形貌、结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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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宽的精细调控。并且这一独特的电化学沉积技术可以被应用到任意形状的衬底

上进行制备，通过设计不同结构的衬底，可以实现特定的三维结构的金属纳米线

阵列的构建。如图二显示，他们在光栅结构表面实现了周期起伏的金属纳米线阵

列的制备；在粗糙硅片表面，实现了具有较锐尖角的纳米线阵列的制备。通过对

衬底结构的设计，他们还可以得到想要的三维空间的纳米线阵列的制备。该方法

对于自旋电子学、微电子学具有重要影响，并将激发人们未来三维器件的设计与

研究。该工作受到了《Advanced Materials》的评审人一致好评（“The topic of 

the work was interesting especially with regards to the development of 

nanofabrication”；“It is really a good job exhibiting both in novelty and 

paper-writing”；“The work is well done.”） 

       此项工作的实验部分主要由南京大学陈飞博士和李井宁硕士完成，他们是该

论文的第一和第二作者。于方方、赵地、王帆等同学也参与了该工作。彭茹雯教

授和王牧教授是该论文通讯作者，陈延彬副教授帮助测量了样品的透射电镜图。

该项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以及科技部的重点资助。 

图二、光栅结构和粗糙硅片表面的规则纳米线阵列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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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科学院李建龙教授实验室经多年

攻关在我国三江源区生态植被质量与生态

退化遥感综合评估研究中取得系列重要成

果，他们利用自主研发不同时空生态植被

气候遥感综合定量评估系统，创造性地对

现有中尺度陆地生态系统过程进行了仿

真、模拟和定量评价分析，从而对由该植

被大气遥感综合定量评估系统估测中尺度

植被生态系统生产力和三江源区生态植被

质量与生态退化现状及其驱动力和影响变

化成因，找出了影响我国三江源区生态植

被质量变化与生态退化的主导因子，气候

变化和人类活动致成份额及提出了保护我

国三江源区生态环境对策，利用该生态植

被气候遥感综合定量评估系统比传统模型

和其他方法大大提高了估算三江源区生态

植被质量与生态退化现状及其驱动力的效

能，以 及 定 量 评 价 的 精 度。该 成 果 以

“Vegetation dynamics and its driving 

forces from climate change and hu-

man  activities  in  the  Three-River 

Source Region, China from 1982 to 

2012”  (http://www.sciencedirect.com/

science/article/pii/

S0048969716306489) 为 题 在《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发表，第一

作者为张颖博士，通讯作者为李建龙教

授。 

       三江源是东亚三条重要河流（长江、

黄河和澜沧江）的发源地，然而随着全球

气候变暖和人类无限度的生产经营活动，

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脆弱，特别是天然草

地大规模退化与沙化，使该地区草地生产

力和对土地的生态保护功能下降，并已直

接威胁到了长江、黄河和澜沧江流域、乃

至东南亚诸国的生态安全和生态质量。为

了保护三江源生态环境质量，防止该地区

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国政府从2001年

起，成立了我国面积最大的自然保护区“三

江源自然保护区”， 随后投巨资建立了一系

列三江源自然保护项目和生态保护工程。

为了配合国家生态保护项目实施和科学评

估国家生态保护项目实施后的作用，定量

评估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对三江源地区的

生态质量影响，为决策者选择不同的对策

来顺应气候条件的变化或者抵消气候恶化

我校李建龙教授实验室在生态植被遥感 

评估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 

※生命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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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提供理论依据，对生态管理政策措施的制

定和实施效果评价巨有重要现实意义。 

       由于三江源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

在近几十年来，该地区的气候条件和人为活动都

发生着明显的变化，为了科学揭示近31年间三江

源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NPP）的时空变化格

局，把握植被的退化（恢复）的动态驱势，并定

量分析各种气候因子及人类活动对NPP的贡献，

本文利用1982-2012年的多源遥感数据、气候数

据，结合遥感生产力模型(生态气候遥感综合模型)

估算三江源生态系统的NPP ，准确反应了近31年

NPP时空演变动态，并在此基础上定量核算了三

江源不同时期中各气候因子及人类活动对NPP年

际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1982-2012

年三江源植被NPP均值为187.37 gCm-2yr-1，总

量为59.43 TgCyr-1，空间分布呈现由东南向西北

递减的特征；（2）1982-2012年间三江源植被

NPP均值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增长速度为1.31 

gCm-2yr-2，全区62.87%的地区NPP显著增长，

而21世纪后，全区NPP呈现下降趋势，53.36%的

地区NPP显著下降；（3）整个研究时间段内，温

度、降水和辐射对NPP年际变化的贡献分别占总

气候贡献的41.43%、6.43%和52.14%，辐射是

对NPP年际变化影响最大气候因子。三种气候因

子在1982-2000年间均对NPP呈现正面影响，而

在2001-2012年间均呈现出负面影响；（4）整个

研究时间段内，气候和人类活动对NPP年际变化

的贡献率均值分别为1.40  gCm-2yr-2和-0.08 

gCm-2yr-2，气候对NPP增长的贡献大于人类活

动。在1982-2000年间，气候主导植被恢复，人

类活动主导植被退化，而在2001-2012年间，气

候主导植被退化，人类活动主导植被恢复；（5）

辐射和气温是造成三江源气候条件从有利于植被

生长转变为不利于植被生长的主要原因等。 

       目前业已有不少研究探索了在区域中尺度上

定量区分人为影响和气候影响的方法，依然存在

一些明显不足，如基于气候因子模拟出的潜在生

产力在不同的气候模型的结果中会出现明显的差

异，且不易验证，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不同的

气候因子带来的影响无法被量化区分，而本文提

出研究方法与系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模拟气

候生产力带来的不确定性，并解决了定量区别不

同气候因子和人类活动贡献这一技术难题，实现

了对由该植被大气遥感综合定量评估系统估测中

尺度植被生态系统生产力和三江源区生态植被质

量与生态退化现状及其驱动力和影响变化结果，

找出了影响我国三江源区生态植被质量变化与生

态退化的主导因子，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致成份

额及提出了保护我国三江源区生态环境的相应科

学对策。 

       该研究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30730069）、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面 上 项 目

（41271361）、国 际 APN 重 点 项 目

（ARCP2014-06CMY-Li）和澳大利亚政府基金

项目(PSLP by LI )等资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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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RESEARCHES         我校物理学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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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的李绍春教授课题组，与美国能源部的Ames实验室Yong Han, James W. Evans合作，

首次成功利用应力场调控拓扑绝缘体Bi2Te3(111)表面的动力学性质，相关的研究成果以

“Tailoring Kinetics on a Topological Insulator Surface by Defect-Induced Strain: Pb 

Mobility on Bi2Te3”为题，近期在线发表于《Nano Letters》。南京大学为第一完成单

位，物理学院已毕业硕士生黄文凯为该论文的第一作者，李绍春教授和Ames实验室的

Yong Han研究员为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其他参与者包括南京大学的丁海峰教授和万贤纲

教授。 

       拓扑绝缘体是近年来被发现具有特殊能带结构的新型量子材料，它的体能带具有带

隙，但是表面具有拓扑保护的表面金属态。表面态电子具有自旋和动量的锁定关系，因此

非磁性杂质很难引起表面态电子的背散射，电子在输运过程中能耗小，从而拓扑绝缘体材

料在未来的量子计算等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另一方面，在拓扑绝缘体/其它量子相的

异质外延界面处存在着丰富的物理现象。比如，拓扑-磁耦合导致反常量子霍尔效应，拓扑-

超导界面处存在Majorana费米子。因此，如何在实验上构建基于拓扑绝缘体衬底的可控界

面，无论是在应用领用，还是从基础研究角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该研究中，李绍春课题组通过精确控制分子束外延生长的参数，在Bi2Te3薄膜的表面

成功引入应力场，并且通过几何相位分析定性地获得了表面的应力分布。并进一步以Pb/

Bi2Te3为模型体系，研究了应力对表面动力学性质的调控。实验发现在表面的应力拉伸区

域，Pb倾向于形成团簇的形式；而在表面的无应力区域，Pb倾向于以单个原子的形式吸附

于表面。令人意外的是，通过第一性原理计算发现原子在表面的吸附能和扩散势垒都随着

应力呈现一个V字形的依赖关系，最小值位于应力系数为～+0.8%处，而并不是应力系数为

0处。实际上，大部分的传统半导体或者金属材料的表面吸附能/扩散势垒都是对应力呈现

单调变化的依赖关系。深入的分析发现，这种奇特的V字形依赖关系来源于Bi2Te3的特殊原

子层结构。当原子在表面发生扩散时，最外层的晶格Te原子和第二层的晶格Bi原子都会对

物理学院李绍春教授课题组首次实现利用应力场调控

拓扑绝缘体表面动力学性质 

※物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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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产生影响，共同作用导致了V字形的依赖关系。基于第一性原理的结果进行的蒙特卡

罗模拟给出了与实验完全吻合的模拟结果，从而很好地解释了实验现象。在另一种结构相

似的材料Bi2Se3(111)表面，也发现了完全相同的实验现象，表明这种奇特的动力学行为

很有可能普遍适用于这一类原子结构的化合物。 

       该工作的意义在于，首次成功利用应力场调控了拓扑绝缘体表面的动力学行为：吸

附能和扩散势垒。表面动力学性质，尤其是表面原子的扩散，对异质外延界面的结构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该工作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途径，即可以利用应力有效地调控拓扑绝缘体

的异质外延界面。另一方面，应力本身对拓扑绝缘体的拓扑性质也有重要的作用，比如应

力诱导的拓扑-超导相变等等。这种通过分子束外延方法制备的具有应力场分布的拓扑绝

缘体为进一步在原子尺度研究应力诱导的拓扑相变提供了理想的材料平台。 

       感谢南京大学现代工学院的王鹏教授和物理学院陈延彬副教授在数据分析方面提供

的帮助。工作得到国家科技部、自然科学基金委、青年千人计划、以及中央高校经费等项

目的支持。 

       文章链接：http://pubs.acs.org/doi/abs/10.1021/acs.nanolett.6b01604  

（左上图）由分子束外延方法生长的具有表面应力场的Bi2Te3(111)薄膜表面；

（右上图）Pb原子在引入应力场的Bi2Te3(111)表面的吸附行为；（左下图）Pb在

Bi2Te3(111)表面的扩散势垒随应力的依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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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卫在本评述中指出，提高科学研究质量，加强科

研诚信建设，提升成果转化水平，将奠定中国经济

长期增长的基础。 

       中国经济增长有赖于创新。开发新技术、提升

效率、创造并践行新的知识，均有助于提振经济，

服务社会。然而，中国近期的经济减速对国家创新

方式提出了换挡的新要求。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科学研究主体多为短期

或凝练技术的研发（R&D）。公共资金支持的大型

项目投向有应用前景的或急需的领域，如研制飞机

发动机、高速列车、太阳能电池以及新药设计，并

期待其成果可在5-10年投入实用。如今，中国应以

更长期和更宽广的视野，培育研发及其应用的基础

科学根基。 

       基础研究是指创造科学知识与新技术的研究，

这些知识与技术随后能够得以开发、转化和应用。

在中国，对基础研究众说纷纭。一方面，基础研究

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见Nature481, 420; 2012）。

据Elsevier的Scopus数据库的统计，中国在全球研

究论文中所占份额从1997年的2.5%跃增至2015年

的18.8%；另一方面，对基础研究现况也存在批评

性 意 见（见 引 文 1 及 Nature  463,  142-

143;2010）。 

       例如，有评论指出，在重数量轻质量的评价体

系诱导下，中国的大学已经沦为论文工厂。中国科

学研究的影响力仍然较低，以中国目前发表论文数

领先于各国的化学领域为例，鲜有以中国学者名字

命 名 的 化 学 反 应 或 工 艺 过 程。另 外，

BioMedCentral、Elsevier和Springer旗下的一些

期刊在过去两年撤稿了中国大陆学者的一批论文，

这表明科研不端行为（包括代写论文和虚假评审）

在中国依然多发。 

       与此同时，产业界人士和一些政府官员抱怨，

许多基础学术研究（如纯数学或基础物理领域）与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缺少关联。2015年，科技

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中国为55%，而美国在

同一时期则高达88%。中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在其

全部研发投入（包括公共部门、工业界和私人的投

资）中占比较低，中国只有4.7%，而与之相比法国

是24.1%，美国是17.6%，日本是12.6%。 

       提高基础研究的质量和诚信应成为中国推进国

家创新步伐行动的重点。科研质量必须重于数量，

科 

技 

评 

论 POLICIES & REVIEWS  

基金委主任在《自然》发表评论 

讨论如何提振中国基础研究 

  ※nature自然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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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科研诚信是确保质量的最佳途径。技术开发的成功

应用将证明对基础研究值得投入更多资源。作为国家

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政府资助机构——中国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的主任，

我呼吁：今后要持续加强上述三个方面的努力，争取

到2020年能有较大改观。 

 崛起中的科技大国 

       从各项指标来看，中国在全球科学排名榜中的

位置都在迅速上升，无论是产出数量与质量、研发支

出还是国际合作（见第452页）均为如此。例如，中

国在高影响力科研工作（Scopus中按引文排名进入

前0.1%的论文）方面的占比大幅急升，从1997年的

不到1%增长到现在的20%（图1a）。 

       基金委成立于1986年，其预算从仅8000万人民

币起步，到2016年预算规模已经扩大了300倍以

上，国家财政拨款达到248亿人民币。2015年，科

学基金参与资助了全部中国研究论文的62.1%或全球

学术产出的11.5%。基金委的使命是成为科学家之

“友”（FRIEND），即建设评审制度公正、绩效回报

丰富、全球视野开阔、管理服务高效、资源总量宏

大、资助谱系多样的卓越科学基金管理机构。 

       然而，抛开这些乐观的统计数字，中国的基础

研究发展仍然不尽如人意。例如，迄今为止，从中国

大陆仅诞生了一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以引文指标

计算，中国的研究还滞后于许多其他国家——中国

各学科归一化引文影响力指标（FWCI值）在2015年

刚达到0.86，低于世界平均值（1.0）。 

       应该将提高中国科研质量的横杆置于最优先的

地位 — 即达到引用率更高，突破性更大。换言之，

中国需要整体性地提高基础研究的水平，并在全球科

学地貌图上形成若干隆起的高地。 

       需要用科学界认可的度规来监测科研进展。目

前的评价方法各式各样，适用范围各异，任何一种都

难以兼顾中国广泛而多样化的学术领域与不同机构的

评价要求。中国有一千多家具备基础研究能力的机

构，各自有不同的侧重点；有一千多所大学，每所大

学有着不同的研究与教学的混合配置。 

       譬如，清华大学每年获得的研究资助总量近50

亿元人民币，而一些地方院校每年拿到的研究经费仅

有几百万元。以论文发表数量进行评价的方法，对于

一个刚起步的每年在国际期刊仅发表10篇论文的研

究机构可能很有效，但对于一个每年在各种期刊发表

上万篇论文的巨型大学而言，则可能最终扭曲其学科

配置。 

       因此，在实践中，机构必须自行决定其最重要

的监测指标：是某个项目或个人发表了许多论文？是

某项研究工作具有高影响力或得到高被引频次？是某

个项目具有全球性重要意义？还是产生了重大科学突

破？每个机构必须绘制与其历史、现状和未来目标相

适应的评价方式演进。随着科研项目的水平提升或科

研机构的发展升级，要不断重新衡量其评价需求。在

研究机构管理健康的多数情况下，这种“软性”方式就

能管用。但对于远离研究主流的机构而言，可能也需

要暂时采取诸如奖励高质量论文等干预行为。 

       大学需要明智地开展评价，并明确评价目标

（见D. Hicks等，Nature 520, 429-43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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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在这方面做出了表率。例如，十五年前，

中国科学院首次在国内将引文指标引入评价体系，导

致其高影响力研究工作呈现指数增长。三年前，中国

科学院又要求其所属的104家研究所明确各自的前瞻布

局，即一个研发定位、三个近期重大突破和五个重点

培育方向。 

       然而，过于刚性的目标设计可能会妨碍研究的开

展，或使研究偏离正轨。更多的机构认识到，在强调

论文数量的压力下，研究人员不得不写大量进展有限

的文章而非数量较少的精品论文。基于学术质量的评

价可以避免这种情况，这种评价方法所注重的是国际

认可、代表性工作和对本领域产生的影响。科学的长

期发展必须与短期效益区别开来，前者可能缓慢却稳

定，而后者缺乏可持续性。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目前

正在降低短期绩效奖励的比例，对极端的例子，可从

原来的70%降低到30%或更少。 

       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合理分配基础研究资助经费。

研究是应当解决社会的“重大挑战”问题，还是验证大胆

的科学概念与假设？研究资源是应当集中使用，还是

给许多研究人员合用或分享？答案之一是各方兼顾。

例如，基金委将其70%的资金用于自由探索的基础研

究，10%用于人才项目，20%用于应对科学挑战的重

大研究项目和新的研究仪器设施。 

       今年晚些时候，教育部将谱写“双一流计划”的蓝

图，旨在通过凝聚高水平团队等措施，推动中国大学

和学科建设向国际一流标准看齐。尽管有关细节尚在

研讨中，但对大学的评价标准可能会转向鼓励高质量

科研与教学，例如，不是对许多达到平均水平的学科

而是对少数顶尖学科进行支持，在目标上类似于英国

的研究卓越框架。许多大学正在满怀期待地调整学科

结构，重新配置顶尖研究队伍。 

 科研诚信建设 

       中国正走在通往科研诚信的漫漫征途2。由于其科

学论文巨大体量等原因，美国被撤稿的论文数量仍然

位居全球榜首（见retractionwatch网站）。随着中国

论文数量快速攀升，被撤稿论文的数量亦在增加。中

美两国在强化诚信方面的教育方式略有不同3。在中

国，对科研不端行为的教育倾向于“非黑即白”模式—

—科学家要么成为道德楷模，要么被描绘为进入伦理

深渊；而在美国，则是教师在课堂上同处于早期学术

生涯的研究者讨论相关案例，重点分析处于学术不端

与学术诚信之间的灰色地带。两国可以互相学习，取

长补短。 

       以下因素加剧了在中国可能发生的科研不端行为

2,3：研究队伍快速扩充而带来的竞争压力，科研评价

标准的失当。以评价标准的影响为例：科研人员在国

际期刊发表论文的需求，促使有人寻求语言写作服务

或论文代写；量化评估还催生了对研究成果化整为零

（称为萨拉米细分）的发表策略。其他因素还有动物

权利等科研伦理要求的逐步严格，以及对诸如基因伦

理和大数据伦理等伦理规范研究的不充分，等等。 

       过去十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教育部和基金委

在科学界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学术不端运动，

这场运动正在产生成效（见图：学术不端指控率下

降）。大多数研究机构如今都有了相应的程序，用以

处理疑似的或经证实的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有的地

方（如 浙 江 大 学，见 Nature  481，134-136， 

2012）开始推行了学术不端的“零容忍”政策。尽管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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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主动核查的措施，对不端行为的指控比例呈现下降

趋势。项目申报和学位论文答辩等环节的文本相似度检

查中发现的检出率也在减少。新一代研究人员的文化正

在发生转变，对待学术不端的看法开始从“为何不骗”转

向“不值得骗”。 

学术不端投诉率下降。图片来源：NSFC 

       中国正在走上通往学术诚信的漫漫征程，如NSFC

资助机构的数据所示。 

       为了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还需要进一步促进在处

事态度、体制设计和评价方法三方面的转变。 

       首先，必须转变对待学术不端行为的处事态度，

即从“捂盖子”走向主动曝光。基金委主动对新提交的项

目申请与已批准的基金项目进行相似度核查，每年召开

一次新闻发布会对影响恶劣的不端行为案例曝光，对论

文代写和虚假评审案件展开调查。从2000年起，我们

完善了信息处理系统及相关政策，在维护评议的保密性

同时强调了提高评审的透明度。要求每个评审组对专家

评审的公正性进行背靠背投票，以监测本学科的评审行

为是否健康。 

       学术机构在体制上的转变，对于行政权和学术权

的分离以及预防腐败十分关键。基金委开展了旨在“将

权力关进笼子”的各种实践，相关经验或许有益于其他

资助机构的管理实践。例如，机构管理人员不再介入评

审的学术方面，基金委工作人员仅有权获取与其职责相

关的信息。组建由资深学术界人士组成的独立委员会可

制衡管理人员的权力。在很多机构，外部人员组成的委

员会的作用是规避利益冲突，学术委员会的作用得到强

化，伦理委员会的职责是捍卫科研道德与医学伦理。 

       评价方法上的转变能够去除滋生科研不端行为的

土壤。在全国范围内，一场反对科研评价过度量化的运

动正在悄然兴起。对科研人力成本补偿的限制也已逐步

解除。一个理顺各资助渠道的平台结构已具雏形，减少

了资助来源的碎片化；并规定了所有项目的评审工作应

当由联合委员会遴选的专业机构而不是由行政人员来进

行。开展更多由国际同行承担的外部评审。引入间接费

用（各项管理费），并对其作用做出明确的解释。 

 优先发展领域 

       未来5年哪些基础科学领域最有可能发展迅速？ 

       基金委2016-2020规划中包括一份优先发展领域

清单，列出中国可能出成果的突破点和跨学科热点。例

如，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等机构将开展融

数论、几何学、分析与理论物理为一体的“朗兰兹纲领”

研究；位于四川锦屏的深地暗物质实验室或许能探测到

暗物质存在的迹象；位于中国西南部贵州省500米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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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计划在今年9月份建成；

以及在未来5年为推进天体物理、宇宙学和地球科学

研究的24颗科学卫星（其中4颗在今年发射）。 

       其他发展前景令人瞩目的领域及相关研究机构

包括：化学领域的分子化学与量子催化（后者的一

个推动机构是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中国科技

大学的量子通讯与量子计算、上海生物医学科学与

创新园区的神经回路与脑科学研究、国家蛋白质科

学中心（北京和上海）的蛋白质组学、正在中国蓬

勃开展的基因编辑研究、临床医学领域的分子癌症

与传染病研究，还需要开展促进中国“绿色科学”

（如地球科学、海洋科学与环境科学）方面的跨学

科研究。 

 造福经济 

       基础科学创新要造福经济，必须培育研发活动

的全链条——从基础科学到技术、产品和市场。并

非所有基础科学都会在实验室之外的现实世界开花

结果，有的研究纯粹是好奇心驱动。然而，只要有

可能，就应该让新知识转化为真正的技术突破，或

将成果应用从一个领域转化到其他领域。 

       基金委就是该链条的源头供给者。链条的其他

环节则由科技部等部门提供支持，包括科技部组织

实施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已设立16个专项到2020

年，将再设立15个专项前展到2030年）和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本年度启动36个项目）。这些资助计划

将研究人员、开发人员和风险投资人联系在一起，

针对的问题包括：解决空气污染问题、化学工程中

增加低碳能源利用、海洋探测与深海空间站，等

等。 

       各项新政策正在清除科学研究与商业开发之间

的藩篱，如近期修订的科技成果转化法。修订后的

该法将受到公共财政资助的项目收益赋予研究人员

及其所在机构（类似于美国的拜杜法），研究人员

因此将名利双收。 

任重道远 

       总而言之，有四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引起关注。

第一，激励中国科学家集中精力取得下一个重大科

学突破，而不是为其设置障碍。重大科学突破需要

付出长期时间和艰辛努力，正如引力波探测所揭示

的那样。需要对一些领域（如基础物理和天文学）

的长远发展做出总体规划。第二，制定并实施一套

能够衡量学术声望的指标评价体系。第三，营造健

康和谐的学术生态。应当让研究人员把更多的时间

花在研究上，而不是将大量精力浪费在填表等文书

工作上，被迫应对各种可能的指控，以及纠结于资

助项目的财务细节等方面。第四，设计适合中国国

情的商业模式，以发现和培育基础研究的可利用成

果。 

       成功之路征途漫漫，我们还需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       Shi, Y. & Rao Y. Science, 329, 1128(2010). 

2.       Yang, W. Science, 342, 1019 (2013). 

3.       Frankel, M. S. Leshner, A. I. &Yang, W., 

Handbook of Academic Integrity, Springer, 847

-866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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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僵化制度捆住科研的翅膀 

※中国青年报 储殷    

       近段时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科研创新发表多次重

要讲话。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推动科研制度改革以

鼓励创新。科研制度与科研创新的关系，在本质上属于上

层建筑与生产力基础的关系，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生产力变

革、发展的需要，不能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升级、阻挡科

技创新进步的屏障。不能否认，中国的科研管理制度在长

期以来的实践当中，为中国科技的进步与发展起到过积极

而重要的作用，但近些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

立，社会组织形态与价值观念的转型，以及信息时代的来

临，一些僵化的制度越来越难以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主要

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科研组织的人事管理制度“官本位”严重，背离

了科研的基本规律和科研人才的培育、选拔规律。由于政

事分开的改革推进缓慢，大批科研单位长期以来处于高度

“行政化”的状态，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状况十分突出。一方

面，行政权力不当介入科研的过程当中，外行领导内行，

行政指导科研，造成科研工作的扭曲与失灵。另一方面，

行政化的激励机制与科研的激励机制高度混同，官位成为

对科研人才的奖励方式，学而优则仕，非仕不足以成功的

现象普遍存在。 

       其二，一些科研资源的申报、评审制度透明性不够、

公平性欠缺，造成比较严重的“圈子”现象，影响了科研资

源配置的合理性。在科研项目的申报与评审中，看背景、

门派胜过看业务水平，看单位级别胜过看科研能力的现象

仍然比较突出。 

       其三，一些科研管理制度带有强烈的“计划”色彩，严

重影响了科研工作的正常开展与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一方

面，科研经费的配置重物轻人的弊病没有得到有效改变，

近几年有愈演愈烈之势。另一方面，层层审核、严格把关

的科研经费，让许多科研人员浪费了大量精力去“编预

算”，以至于很多正当的调研、会议、学术交流受到干扰。 

       如何在制度上解放科研的生产力、调动科研人员的积

极性、实现科研资源的有效配置，已经成为科技创新中的

关键所在。制度不仅是要监督人、限制人，而且也要保障

人、解放人。有关管理部门应该认识到，科研人员与公务

人员不同、科技创新与公务活动不同，没有独立于行政管

理力量的地位，没有使用资源、释放创意的自由，科技创

新就很难具有真正的活力。这不是说要放松对科研经费的

监管，而是说要让科研经费的使用，更加符合科研活动的

实际需要。这也不是说要放弃对科研人员的管理，而是说

对科研人员的管理，关键是解放人、尊重人，要让他们不

必当官也可以保持应有的地位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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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在刚刚结束的“科技三会”上，科技创新

成为国家核心战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成

为国家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要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关键是要建设一支规

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

队伍。”究竟谁是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如何

有效激发他们的创造力？成为科技创新绕

不开的一个关键话题。 

       前段时间，河北科技大学的“非著名副

教授”韩春雨因为研发出新的基因编辑技

术，被媒体称之为“诺奖级”成果，而一夜成

“网红”。媒体似乎还从韩春雨身上看到了诺

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的影子，把他描述为

“三无”科学家：无教授头衔、无海外留学经

历、在 非 著 名 大 学 和 研 究 机 构 就 职。随

后，领导纷纷探望慰问，韩副教授也于近

日荣升教授。 

       也曾有人说，“一个副教授在一所不知

名大学，用不多的钱做出了世界一流的科

学成果”。韩春雨本人却不以为然，他觉得

学校提供的科研条件已经足够，文化氛围

也合适。确实，韩春雨有自主支配的科研

经费，虽然不多，但基本够用；有自己的

研究生，且该成果的主要完成人也是研究

生；有独立实验室，甚至有上下两层可供

休息生活。而这三样恰恰是科研必备的基

本条件。 

       相较之下，国内著名科研机构和大学

中的大部分青年科研人员没有独立指导的

研究生，只能当副导师和“二老板”；名下有

科研经费但没有自主使用权；实验室往往

属于学界“大牛”名下，缺少独立开展科研的

基本条件。他们或许有亮丽的学历和抱

负，却缺乏施展才华的舞台。 

       实际上,在我国科研院所和高校中，40

岁以下的青年科研人员占总数的三分之

二，是名副其实的主力军。但数量庞大的

“青椒”（高校青年教师）和“青稞”（青年科

研人员）群体在科研圈很少有独立的声

音，在科技政策制定、项目分配、学术会

议上也成为沉默的大多数、缺乏话语权，

导致自身权益和诉求往往被忽略。如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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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春： 

激发"青椒""青稞"活力是科技创新的关键 

  ※人民网 郑永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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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科研人员创造一个宽松有保障的适宜环境,

激发他们的活力，实际上已经成为科技创新成

败的关键。 

       现实中，很多青年科研人员的工资都是没

有保障的，需要从争取到的科研项目经费中提

取。工资的压力，使得他们只能到处申请经

费，一些本不感兴趣的项目也去申请，整日疲

于奔命。结果大量的时间花在了写申请、混圈

子、拜码头、应付课题检查和结题、报销等非

研究事务上。大量科研经费被用于采购设备，

但几千万的设备买得起，却养不起一个月几千

块工资的技术人员，再优良的设备如果没有人

的管理，只能是一堆废铁。把经费只投入到科

研项目中，而不顾科研人员的生活工作保障，

无论是从实际收益还是从科学研究氛围方面都

是不明智和短视的。 

       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就既要让领

衔科技专家有职有权，有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

权、更大的经费支配权、更大的资源调动权；

也要创新政策、完善体制，用优质服务、合理

待遇、良好环境充分调动青年科技人才的积极

性。建议政府可以进一步把青年科研人员的工

资及福利待遇稳定下来，即便不高，也可以让

他们安心致研，这其实正是韩春雨能够十年不

发论文而依然可以生存的关键所在。而从科技

事业整体发展上而言，更要减少科研经费的不

必要浪费，因为完成同样的科研任务，或许只

需要目前科研经费的80%就够了。 

       去过海外留学的人往往有体会，国外的大

学教授们似乎都很闲，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

的办公室里，专注自己的科研领域。反观国

内，科研人员多是忙得四脚朝天，被各种会

议、考核、报销等填得满满的，没有静下心来

的深度思考，就很难做有深度的研究，又怎么

可能出重大原创性科学成果？ 

       科研实际是一碗青春饭，需要时间和精力

的高度集中。30至40岁是创新欲望最强的科

研黄金期，要创造条件让青年科研人员早日独

立，挑起重担，还要把科研评价从行政主导的

小团体内部打分，改革成无利益关系的第三方

同行评价，并试点国际同行评价。要使科研人

员成为自由的个体，就要把他们的住房、养

老、医疗、甚至子女入学等事务与单位脱钩，

让他们少一些羁绊束缚和杂事干扰，多一些时

间去自由探索，使他们在不同科研机构中历

练，从而促进学科交叉和创新。 

       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人，尤其是青年科研人

员。培育符合创新发展要求的人才队伍，关键

在制度。既要有伯乐赏识领军人才，更要创造

万马奔腾的场景，让千里马在竞争中脱颖而

出。韩春雨的成功也充分说明，科技创新并无

捷径，广栽梧桐，厚植沃土，则百鸟来朝、创

新自有。充分激发青年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

国家科技创新的大步跨越必然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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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经费的问题比较复杂，解决起来需要整体推进 

       “要着力改革和创新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方式，让经

费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务，而不能让人的创造性活动为

经费服务”——在5月30日上午召开的“科技三会”上，当

习近平总书记讲到这里时，台下的科技人员报以热烈的

掌声。这掌声，既包含着科技人员对中央领导如此“了解

民情”的由衷赞叹，也反映出他们对改革完善科研经费使

用和管理方式的热切期盼。 

       任何创新活动都离不开经费的支持。近些年来，国

家财政对科研的经费支持逐年稳步上升，但在经费增多

的同时，由于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的相关制度规章不合

理，也出现了“人的创造性活动为经费服务”的种种怪现

象。 

       比如，由于科研项目经费预算过细过死，“买醋的钱

不能打酱油”的现象并不鲜见；由于到财务报销时要求与

预算“无缝对接”，把许多科研人员特别是项目负责人逼成

了会计。科研人员本来应该把时间与精力全扑在研究

上，但现在则必须充分“发挥想象力”，对未来几年科研活

动的每一项支出精打细算：买多少根试管、用多少盒试

剂…… 

       比如，在科技投入中，仪器设备购置费比例一直偏

高，劳务经费比例过低，有些项目负责人为调动项目参

与人员的积极性，不得不“张冠李戴”，想方设法从设备购

置等科目中“调剂”出一部分经费用于劳务支出，甚至出现

做假账、弄假票的现象，不仅有损自尊，而且损害了规

定的严肃性。 

       再比如，由于财务报销严格“参公管理”，差一点都

不能报，加上经费审计过分苛刻，每到报账时，项目负

责人只好发动学生，与数年前申报项目时的经费预算一

一“对表”，对不上的就想办法“嫁接”，生怕过不了报销

关。如此种种，既浪费了广大科研人员宝贵的时间和精

力，又消耗了他们的创新热情，把经费与人的创新活动

的关系颠倒了。 

       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相关管

理部门在制定规章制度时，把科技创新这一复杂的智力

创造活动等同于简单的建设项目，没有真正按科研的自

身规律办事。 

       首先，科技创新是高级脑力劳动，最关键、最核心

的因素是人，而不是仪器设备；如果离开了有创造力的

人，再先进的仪器设备也是毫无用处的废铜烂铁。因此

科研经费支出应多考虑人的因素。其次，科技创新属于

智力探险，具有极大的不可预见性和不确定性，许多时

候走哪条路、怎么走都不清楚，很难提前几年把做多少

试验、用多少试管“计划”得一清二楚，经费使用应该留有

一定的灵活空间。再次，不同类别的科研项目有自己的

特殊性，理论推演、野外考察、实验室研究、技术开

发……都有各自的特点，在经费安排和使用上不宜一刀

切，应分类考量、区别对待。 

       科研经费的问题比较复杂，解决起来需要整体推

进。6月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完善中央财政科

研项目资金管理的措施，更大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

力”做出了明确部署，就“简化中央财政科研项目预算编

制”“大幅提高人员费比例”“差旅会议管理不简单比照机关

和公务员”等明确了具体的改革办法。有关部门理应认真

落实中央精神和部署，尽快出台相关细则。同时，广大

科研人员也该洁身自好、照章办事，把好钢用在刀刃

上，避免出现违规挪用、套用科研经费的不良行为。 

       只有上下同心、良性互动，中国科技的政策环境才

会变得更好。     

科 

技 

评 

论 POLICIES & REVIEWS  

人民日报：让经费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务 

  ※人民日报 赵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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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5月30日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

中国科协九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说：“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不能

停留在口头上、文件中，更不能口惠而实不至！讲了

就必须要做到，而且一定要‘面子’和‘里子’一起做!真正

让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名利双收!”总理的这番话，被科技

人员的掌声连续3次打断。 

       总理的讲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下科研管理各

个环节的弊端。一段时间以来，科研管理中生硬的考

核方式、僵化的管理手段及行政化的管理思维，限制

了科研工作者创新创造的积极性，甚至一些科研实践

因此无法顺利开展。一些管理者在制定和实施规则时

只绕着条条框框转，而忽视了科研工作中最重要的因

素——人。 

       重视科研工作中“人的因素”，首先要最大程度地赋

予科研人员开展科研的空间。政府对科研的管理不能

像管“小学生”一样，更不能外行指挥内行、劣币驱逐良

币。政府对科研工作管理的本职在于服务和监督，比

如，努力为科研工作者提供人、财、物，惩治不良科

研人员的学术不端和舞弊行为。但是，无论如何，政

府不该也不能取代科研工作者人事一线工作。这就决

定了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要做好科研管理“配角”的角

色。 

       重视科研工作中“人的因素”，其次要承认人才和智

力劳动的价值。政府和高校、科研院所以行政化的思

维管理科研工作，常常会沉浸在一种对数字的迷信

中。一些不踏实的科研人员也投其所好，把数字做得

很好看，项目前景的描述像“放卫星”一样。相比之下，

踏实的科研工作者有一分事实说一分话，实事求是地

提出研究的物质要求。有关部门在分配科研资源时，

不应该只看研究需要多高级的实验设备，更要看研究

发挥了多大的智力劳动价值。 

       重视科研工作中“人的因素”，还要尊重科研人员的

劳动成果，以符合科研规律的方法管理科研工作。一

些高校、科研院所出现科研管理行政化的倾向，评选

项目看申报人官职大小、职称高低，还以官本位的思

维评价科研工作者，甚至让不愿意做官的科研工作者

参与到行政事务中。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我们不能

用管理行政人员的办法管理教学科研人员，让致力于

科研工作的科研人员沉下心来，而且为他们打通多元

化获取收益的渠道。 

       在实验室里，在其他开展科研的空间中，直观上

人们看到的是各种机器、图纸、方程式，但是更要看

到的是操控这些科研要素的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

平的提高，限制科研整体实力提高的主要因素不再是

落后的科研条件，而是我国科研工作的创新能力和创

造性思维。重视科研工作中“人的因素”，就是扭转片面

信奉物质指标的思维，破除不合理的行政管理桎梏，

从而激发科研人才的创新活力。 

重视科研工作中“人的因素” 

  ※中国青年报  王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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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

中国科协大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了建设世界科

技强国的逻辑起点和五大重点任务，体现了时代

发展的要求，强调了科技的根本任务。 

科技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科技管理和运行机制

同样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在科技创新活动中，正

确评价科技创新成果价值，是提升科技创新质

量、引导科技创新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激发创

新活力和创新激情的重要保证，也是科技管理体

制机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容忍失败，给科研足够的自由度 

       评价科技成果，只有评价准确，才能有利于

调动和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自身的潜能和创造

力，对科技创新起到推动作用。通常情况下，创

新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是无章可循的，创新成果

的评价也会因科技活动的类型或科研项目的种类

不同，评价者诉求不同，而有不同的评价结果；

而评价的公正合理性不仅会影响成果水平的认

定，更会直接影响到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热情和创

造能力。因此，科技评价不仅成为创新管理的重

要环节，也是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重中之

重。 

       现行的科技评价和科研管理方式，是从工业

管理方式模仿出来的，目标、经费、甚至研究进

度都计划得非常死板，这不符合科技创新的规

律，势必影响创新的质量。科研活动与工业生产

截然不同，科研评价不能仅靠期刊影响因子和论

文数量。科研管理要给科研人员足够的自由度，

要宽容科研失败。并非每项科学研究都必然成

功，试图按照计划方式获得科研结果，搞不好就

导致学术不端。 

科技评价要实行分类评价，科技评价改革要根据

不同类型科技活动特点，建立导向明确、激励约

束并重的分类评价标准，营造潜心治学、追求真

理的创新文化氛围。要注重科技创新质量和实际

贡献，重点突出围绕科学前沿和生产实际需求催

生重大成果产出的导向，着力提升基础研究和前

沿技术研究的原始创新能力，关键共性技术的有

效供给能力，支撑高质量创新人才培养的能力，

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求的能力。 

       科技评价分类要针对科技活动人员、创新团

队、平台基地、科研项目等不同对象，鼓励科技

人员在不同领域、不同岗位做出特色，追求卓

科研评价不是一部分人的自娱自乐 

  ※中国青年报  李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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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按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转移、成果转化

等不同工作的特点，分别建立涵盖科研诚信、创新质

量、学术贡献、人才培养、科学普及与开放共享等内

容，科学合理、各有侧重的评价标准。 

       对不同类别科技项目的评价，要制定科学合理的

评价标准。基础研究项目要以原始创新性成果和创新

性人才培养为评价重点，着重评价科学价值。应用研

究项目要以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突破、自主知识产权

成果、经济社会效益等为评价重点，着重评价目标完

成情况、成果转化情况以及技术成果的突破性和带动

性。产业化开发项目要以技术、产品的成熟度和市场

反应为评价重点，着重评价对产业发展的实质性贡

献。 

保证评价结果的独立公正 

       科技创新具有两个本质规律，一是研究人员将科

技新发现及时转化到课堂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二

是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经济和社会发展

服务。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是解决好科技与经济社会、与人

才培养相互脱节问题的关键，同样需要改革现有的科

技评价方式。有人形象地把科技成果比作一块冰，如

果总是把科技成果“捂”在手里不转化的话，这块“冰”

很快便会融化而变得一文不值。因此，我们必须认识

到科技成果的时效性，以及科技成果转化的急迫性，

转变观念的重要性。 

       传统意义上理解科技成果转化，就是指科技成果

的产业化，这其实很不完全。事实上，并不是像许多

人认为的那样，不能产业化的科研成果就没有意义。

因为对大多数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来说，其成

果是不能够直接产业化的，但这类成果可以知识化，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国民科学素养。 

       应用类研究和产业化开发项目，应建立主要由市

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成果评价的机制，

强调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技术转移推广等科技产出

在评价中的作用，由用户、市场和专家等相关第三方

参与评价。基础类研究以同行评价为主，重点评价创

新质量和学术贡献，大力加强国际同行评价。提高科

技评价工作的效率和开放程度，充分利用互联网等公

开数据，引入公开数据占一定比例的权重评价方法，

让学术界公开参与评价。 

       科技评价既是科技管理的工具，是对科技活动进

行规划、决策、管理、监督的手段，也是学术共同体

对科技发展内在、基本的学术认识活动，是对科研产

出和影响的价值判断。科技评价既要减少计划的成分

和政府主导，也要防止科技评价成为一部分人的自娱

自乐，科技评价要逐步建立开放评价机制。科技管理

部门要完善公平、公正、公开的开放评价规则，制定

和完善评价答辩、公示、反馈、申诉、举报和回溯评

价制度；加强开放、多元的国内外专家数据库建设和

共享；健全随机、选准、回避的评价专家遴选机制；

健全评价专家责任和信誉制度，增强评审专家的社会

责任感；保证评价工作的独立性、公正性和评价结果

的科学性、客观性。 

       总之，正确的科研成果评价的核心目的是提高科

研的质量，把鼓励原创性，研究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亟须解决的问题，作为科研评价的首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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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现状与未来 

Nature 534 (2016年6月23日) 

本期Nature 专刊分析中国科学的现状与未来。我们介绍了中国科研力量的迅速崛起(page 

452)和中国的十大科学家(page 456)。该国试图领先世界的一个领域是DNA测序。发表在本

期第462页上的一篇文章显示，中国也计划在精准医学方面独占鳌头。在一篇Comment文章

中，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认为，中国需要提高基础研究的质量、诚信度和适用性

(page 467)。而Douglas Sipp和裴端卿认为，与人们一般看法相反的是，中国给其他国家提

供了怎样管理生命科学领域伦理敏感性研究工作的经验(page 465)。封面: Jasiek Krzyszto-

fiak/ Nature 

doi: 10.1038/534451a 

 

肠道菌群与营养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 

Nature 534 (2016年6月9日) 

本期封面所示为粪便细菌的一个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肠道菌群的变化以及粪便短链脂肪酸浓

度的改变已被发现与肥胖症、胰岛素抗性和代谢综合症相关，但却没有在它们之间确定存在因

果关系。Gerald Shulman及同事显示，肠道菌群与营养成分之间的一种相互作用会增加吃高

脂肪食物的啮齿类动物醋酸盐的生成量。这会导致副交感神经系统(神经系统中控制下意识行为

如心律和消化的部分)的激发，这反过来又会促进由葡萄糖刺激产生的胰岛素分泌和饥饿素分泌

的增加以及食欲过盛和肥胖。封面: 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由Morven Graham 和 Xinran Liu提

供，假色处理由Fred Gorelick完成。 

Article doi: 10.1038/nature18309 

 

量子计算的一个演示 

Nature 534 (2016年6月9日) 

绝热量子计算机是模拟机器，在量子隧穿效应的帮助下，能够慢慢从一个简单的输入演变为人

们所期望的、比较复杂的输出。虽然绝热量子计算机在执行特定任务时可以非常快，但它们受

到在计算过程中无法得到校正的噪音和错误的限制。相比之下，通用量子计算机是采用逻辑

门、允许进行错误校正的数字化装置。在这项研究中，Rami Barends等人通过将一个绝热量

子计算系统数字化，把绝热和通用量子计算机的优势结合了起来。这一方法允许对 “non-

国 

际 

热 

点 FOCUS  

《Nature》本月亮点 

 ※Nature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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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quastic Hamiltonians”进行编码，后者是模拟具有相互作用的费米子的物理和化学系统的关

键。 

Letter doi: 10.1038/nature17658 

 

iPS细胞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Nature 534 (2016年6月16日) 

过去人们认为，“诱导多能干”(iPS)细胞将预示着一场医学革命。人们希望，一个患者的皮肤、血液

或其他细胞有可能被重新编程为iPS细胞，然后用它们来生长肝细胞、神经细胞或治疗其疾病所需

的不管什么其他细胞。在它们被发现十年之后，iPS细胞仍然很有前景，但重点已经从再生医学转

到了对人类疾病进行模拟和研究以及药物筛选。在本期Nature上的一篇News Feature文章中，我

们回顾过去十年的发展，并对iPS细胞研究的当前和未来趋势进行展望。封面图示：Andy Potts。 

News Features doi: 10.1038/534310a 

 

人体微生物群的动态 

Nature 534 (2016年6月9日) 

与人体相关的微生物群是复杂的、高度个性化的生态系统，我们对其生态动态很不了解。这些微

生物群主要是宿主独立的(因而也是 “普遍”的)还是宿主特定的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其答案对于

基于微生物群的干预措施的制定至关重要。这项研究报告了用来表征与人体相关的微生物群落的

一个新的计算方法，并将它应用于来自两项规模最大的微生物群研究的数据。结果表明，肠道和

口腔微生物群表现出普遍性动态，而皮肤微生物群则是由宿主环境决定的。这些普遍性肠道微生

物动态在被艰难梭菌感染的研究对象中没有被观察到，但却在粪便移植后重新出现了。 

Letter doi: 10.1038/nature18301 

News & Views doi: 10.1038/534182a 

 

静摩擦与粘附力之间的关系 

Nature 534 (2016年6月30日) 

本期封面所示为穿过一个可切换氮化硼表面上运动的一滴含水电解质的照片，每个照片大小为1-

MB ，共有390个，它们依时间顺序拍摄而成。静摩擦(Stiction)是让一个物体开始穿过一个表面

滑动所需的力。它在有相接触移动部件的设备中从技术上来说很重要，但我们对其还不是很了

解。Stijn Mertens等人描述了一个用于研究表面润湿、静摩擦、粘附和润滑之间关系的无机模型

系统。该系统是一个六边形氮化硼单层，可以通过氢的插入在波纹形态和扁平形态之间以电化学

方式切换。氮化硼表面结构的变化会改变一个穿过该单层滑动的液滴的粘附力及其与该液滴之静

摩擦之间的平衡。当表面从扁平变为波纹形态时，粘附力增加，而静摩擦阈限则不发生明显改

变。因此，作者通过原子尺度上的结构控制在静摩擦和粘附力的宏观性质之间建立了一个定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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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Letter doi: 10.1038/nature18275 

 

选择对威胁做出反应的脑回路 

Nature 534 (2016年6月9日) 

觉察到一个威胁的一只小鼠可在两种主要防卫方式之间做出选择：主动攻击或被动僵硬。Andreas 

Lüthi 及同事将光遗传学、电生理学和神经解剖学追踪方法相结合，识别出了控制这些不同策略的

神经回路。他们识别出从杏仁核到导水管周围灰质的一个通道，该通道不仅介导僵硬，而且还与介

导攻击的回路相互作用。僵硬是包括鱼类、啮齿类和灵长类在内的很多物种的一个在演化过程中保

留下来的行为。对人类来说，这一“生存回路”的失调已被发现牵涉到与焦虑相关的疾病。 

Article doi: 10.1038/nature17996 

 

强子的构造 

Nature 534 (2016年6月23日) 

量子色动力学(QCD)描述夸克怎样聚集在一起形成强子。最常见的强子是重子，如质子和中子(它们

由三个夸克组成)及介子(它由一个夸克-反夸克对组成)。但原则上，QCD允许存在的构造要奇异得

多：由更多夸克组成的粒子或由胶子(强作用力的载体)及夸克组成的粒子。虽然这种奇异状态的例

子最近已被发现，但实验结果和来自 “格点QCD” 的高准确度理论预测并未产生一个能够据其从

QCD推导出强子构造规则的清晰模式。这篇Review文章讨论最近在寻找决定强子构造的规则过程

中所获得的实验和理论结果，作者就这一领域当前和未来的研究工作表达了他们的观点。 

Review doi: 10.1038/nature18011 

 

以p53 和 c-Myc通道作为双重目标 

Nature 534 (2016年6月16日)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是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CML)患者的一种一线治疗药物，对这种患者，它们以致

癌的BCR-ABL融合基因为作用目标。然而，复发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促成复发的可能是一个抗药性 

“白血病干细胞” (LSCs)类群。这项研究发现，p53和Myc信号传导网络同时参与调控LSCs。本文作

者显示，以p53 和 c-Myc通道同时作为遗传和/或药物作用目标，在小鼠和人类CML细胞模型中能

实现更有效的疾病中和(disease neutralization)。 

Article doi: 10.1038/nature18288 

 

亚洲季风的一个640,000年记录 

Nature 534 (2016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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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亚洲季风记录显示，在几十万年的时间里存在周期性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由日照的变化

驱动的，而后者则是由地球轨道的岁差造成的。Hai Cheng及同事现在提供了一个来自中国洞穴

样本的洞穴堆积物记录，它将早期记录延伸到了距今640,000年前，接近铀/钍测年的最大可能年

龄。这一惊人记录证实，特征性的 “100,000-年”冰期周期相应于岁差周期的一个整数倍(4倍或5

倍)，而且日照影响季风强度在千年尺度上的变化。 

Article doi: 10.1038/nature18591 

News & Views doi: 10.1038/534626a 

 

通过联合疗法对KRAS 肿瘤进行靶向治疗 

Nature 534 (2016年6月30日) 

作者探讨了有可能提高MEK抑制效果的、由KRAS驱动的肿瘤的潜在脆弱性。一项系统性筛选发

现，对KRAS 肿瘤来说，“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受体-1” (FGFR1)信号传导的再激活是MEK抑制之后

的一个具有特异性的适应性耐药机制，可以通过已被批准用于临床的药物 trametinib  和 

ponatinib进行联合抑制来对这种肿瘤实施靶向治疗。 

Article doi: 10.1038/nature18600 

 

蛋白合成和干性 

Nature 534 (2016年6月16日) 

蛋白合成调控与干细胞功能之间的关系目前尚不清楚。Michaela Frye及同事在这篇论文中显示，

小鼠皮肤干细胞和肿瘤起始细胞所合成的蛋白少于它们自己更为分化的子细胞。通过遗传手段阻

止转移RNA上的胞嘧啶-5甲基化，有利于小鼠的一个翻译抑制状态的维持，处在这一状态下的干

细胞和肿瘤起始细胞对细胞毒性压力变得更为敏感，这表明组织或肿瘤再生都需要这一抑制的解

除。 

Article doi: 10.1038/nature18282 

 

巴黎气候行动计划的评估 

Nature 534 (2016年6月30日) 

2015年12月的《巴黎协议》的主要气候目标是，将全球平均气温的增加保持在远低于工业化以前

水平之上2摄氏度，同时努力将气温增加限制在工业化以前水平之上1.5摄氏度。这篇Perspective

文章对提交给巴黎会议的关于在2020年之后采取行动、到2030年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各国国

家计划进行评估。它还对与当前的各国国家计划相一致的21世纪全球平均气温的增加进行了预

测，并且还讨论了一些选择方案，这些方案也许可帮助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到使人们更有合理

机会来实现远低于2摄氏度的气候目标的水平。 

Perspective doi: 10.1038/nature18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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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星厚云层下有漩涡状氨气 

据一项新的研究报告，天文学家用无线电波能够透视木星厚厚的云层，并对这颗巨大气体行星的大气有

所了解。对木星先前的无线电波研究一直局限于在特定纬度分析其属性，但新的观察对木星云层之下的

活动提供了一个广泛、全面的看法。为了获取这些详细数据，Imke de Pater和同事使用了近来得到升

级的央斯基甚大阵（ VLA ）观测站，检测到了来自木星大气的一系列的无线电频率。它揭示了若干热

点，即缺少云和可凝结气体（特别是不透明的氨气波涛）的"干燥"区。对新型VLA数据的分析表明，这

种氨气集中的区域一直会延伸至木星云层形成的底部。上升的氨气羽流以波浪模式膨胀，这是该大气内

深部运动的一个识别特征。作者们说，这些羽流中的氨气会在更高的高度凝结出来，这可以解释1990

年代时由伽利略太空船所检测到的氨冰云。这些结果对巨大气体行星的大气给予了更多的阐述，并会给

朱诺太空船提供重要的背景信息；该太空船计划在2016年7月到达木星。 

Article #8:"Peering through Jupiter's clouds with radio spectral imaging," 

 

一个用于编辑RNA的CRISPR系统 

包括Feng Zhang在内的研究人员已经证实，一种细菌蛋白确实能被用作替代编辑方法；该蛋白被假设

是一个可用于RNA靶向编辑的工具，就像CRISPR-Cas9以DNA作为编辑标靶的方式。这一发现对一系

列的生物学应用都具重要意义，这些应用包括RNA的标记、修饰和调节。所有种类的细菌中大约有一

半会利用一种被称作"规律间隔成簇短回文重复序列及CRISPR相关基因（CRISPR-Cas）"的免疫系统，

该系统能保护微生物免于受到病毒和其它入侵DNA的侵害。" 虽然近年的许多注意力聚焦于利用

CRISPR-Cas来编辑DNA的能力，但特异性的针对RNA的系统则研究得较少。Feng Zhang和同事在此

根据先前的研究怀疑某单一效应蛋白——来自细菌Leptotrichia shahii的C2c2可能是以RNA为标靶的

候选蛋白，这一怀疑得到了证实。通过一系列的实验中，研究人员证明C2c2可被用来切断单股RNA，

但双股RNA则不行；还有，它可在体内被用来敲出细菌的信使RNA。在测试C2c2在大肠杆菌中将特定

DNA作为标靶的能力时，该团队发现，这一效应器最初聚焦于它的标靶RNA，随后发生的则是第二阶

段的RNA非特异性降解。作者说，有可能存在其它的RNA靶向免疫系统，进一步的研究将导致用于体

内RNA操纵的可编程分子工具的研发。作者们说，RNA操纵的一个例子包括用效应器分子来调节RNA

的功能和翻译（它可被用于大规模筛检），构建合成的调控回路及用于其它目的。 

Article #16: "C2c2 is a single-component programmable RNA-guided RNA-targeting CRISPR 

effector,"  

 

人脑如何指导巡行 

一项新的研究揭示，海马和前额叶皮层间的互动令人能计划并决定从一个地点到另一地点的巡行路线。

研究结果为这一网络的存在提供了直接证据，对以目标为指向的巡行背后的复杂过程给予了阐释。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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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人类从事这种作业时脑部活动的数据，Thackery Brown等让他们接触虚拟环境，并在该环境中巡

行至5个不同地方。第二天，参与者需要找到这些相同的地方。当他们在巡行之前规划其路线时及在巡

行时，研究人员完成了对他们的覆盖全脑的高分辨率fMRI测试。额极皮层所起的作用被发现是调节海

马对这一信息的编码。其它3个区域，即海马旁皮层、鼻周皮层和压后皮层被发现能助脑"想像"未来巡

行的空间情景。本研究的数据足够详尽，因此研究人员能藉此发现何时会有"次级目标"（这是前往目的

地途中的一种刺激），而对这些刺激的识别会优于对"非目标"刺激的识别。概括地说，这些结果对人脑

如何指导巡行提供了令人着迷的见解。 

Article #13:"Prospective representation of navigational goals in the human hippocampus,"   

 

更大更好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研发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技术，它既能显著增加电池的面积，同时又能保持高转化

效率。钙钛矿太阳能电池（PSCs）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们具有非常高的太阳能至电能的转换效率

（PCE），而且它们的制造成本低廉。然而，PSCs的一个主要缺点是它们缺乏扩展性，即在保持有吸

引力的约20%的PCE时，目前它能达到的最大面积只有0.1 cm2左右。Xiong Li和同事在此制造了缝隙

面积为1cm2、平均转换效率为19.6%的PSCs。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消除了在常规制造方法

中产生的斑点杂质。当其旋转时，通过滴加一种"反溶剂"到钙钛矿薄膜内，钙钛矿固体便从其反应混合

物中析出，但这种方法产生的微晶大小呈梯度变化，并有众多的晶粒间界。研究人员用一种叫做真空闪

性溶液处理（VASP）的真空技术纠正了这一缺陷，它能以控制良好的方式将诱导析出的溶剂去除。作

者显示，VASP与快速热退火处理相结合提高了钙钛矿中间体的品质，减缓了晶体生长速度，从而产生

了高度定向的晶体状钙钛矿薄膜。这一发展是向具有高效率、更大PSCs迈出的递增性但却显著的一

步。 

Article #18:"A vacuum-flash assisted solution process for high-efficiency large-area perovskite 

solar cells,"   

 

将红外光变成可见光并非幻觉 

研究人员研发出了一种化合物，它能将近红外光转变成宽波段的白光。这一研发对生成可见光提供了一

种廉价、有效的手段。此外，所发射的这种光定向性极高，这对需要高度空间分辨力的装置（如显微

镜）或用于高通量装置（如投影系统）都是理想属性。Nils Wilhelm Rosemann和同事在此设计了一

种化合物，它由锡和硫组成，具有金刚石样的结构，然后这一支架结构被涂上有机配体。当用激光将近

红外光指向并进入该化合物时，它的结构通过一种非线性相互作用过程改变了光的波长，从而产生了人

眼可见光线的波长。作者们指出，这种暖性、白色的光与标准的钨卤素光源（2856开尔文）所发出的

光非常类似，它可根据用激光所激发的水平进行调整。这一研发或给先进的定向照明技术开启新的途

径，尤其是用于这一系统的材料价格低廉、容易获取且能轻易缩放其规模。 

Article #9:"A highly efficient directional molecular white-light emitter driven by a continuous-

wave laser diode," 

 

冰岛玄武岩可有效截留大气二氧化碳 

将大气二氧化碳注入到火山岩内是冰岛的某试点项目的一部分；一项新的研究显示，这些二氧化碳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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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年中几乎完全矿化（即转变为碳酸盐矿物）。这些结果表明，玄武岩或是储存大气二氧化碳的有效

碳汇。可通过将大气二氧化碳注入地下深部岩石之中而将其截留在那里。然而，到目前为止，大气二氧

化碳主要被注入到那些已经耗尽钙、镁及富含铁的硅酸盐矿物岩石中，这些岩石是将该温室气体转为碳

酸盐矿物质所需的。但这种做法产生了二氧化碳外泄的风险。另一种方法是将二氧化碳注入到玄武岩

内，后者是地球上最常见类型的岩石之一，按重量计，它能容纳高达25%的钙、镁和铁。Juerg Mat-

ter和同事在此描述了一个最近试点项目（CarbFix）的结果，它是在冰岛进行的：将二氧化碳注入到通

过玄武熔岩的400-800米深的井内。作者们使用了一组示踪剂后确定，大多数注入的二氧化碳在不到2

年内被矿化。作者们说，由于碳酸盐矿物是稳定的，因此这种方法不那么容易有二氧化碳的外泄风险，

这意味着人们可显著减少对玄武岩存储处的监测。由于这一技术主要依赖水和多孔玄武岩，而它们在世

界许多地方的大陆边缘地带广泛存在，因此作者们提出，扩大这一做法的规模也是可行的。 

Article #18:"Rapid carbon mineralization for permanent disposal of anthropogenic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氮掺杂石墨烯用作水处理膜  

氮掺杂石墨烯用作水处理膜 

刘艳彪，于玲，Ong Choon Nam，谢建平  

新加坡国立大学  

中文摘要  

硫酸根自由基(SO4?-)具有较高的氧化还原电位，基于SO4?-的过硫酸盐活化高级氧化技术作为一种新

型的污染治理技术在环境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开发高效、环保、非金属催化剂是这一技术的关

键。此外，从传质和实际工程应用的角度上（如催化剂使用后的分离回收），具有载体支撑的催化剂比

传统的悬浮粉体催化剂更具优势。本文首先利用水热法制备了氮掺杂的还原氧化石墨烯（简称N-

rGO）粉体，再通过真空抽滤制得了高度均一 的N-rGO滤膜。由褶皱、缺陷和石墨烯层间空隙等导致

的纳米级孔道使得水分子能够通过滤膜。滤膜的结构和组成等信息通过电子显微镜和X射线光电子能谱

进行了表征。实验结果表明，在过硫酸盐浓度为1 mmol L-1和滤膜重量为15 mg的条件下，通过活化

过硫酸盐可达到苯酚的最优氧化通量为0.036 ± 0.002 mmol?h–1 。然而，未经氮掺杂的rGO滤膜在相

同条件下没有表现出任何催化活性。此外，跟传统的间歇式体系相比，本文采用的过滤体系设计由于具

有更高的传质性能因而表现出了明显提高的苯酚氧化速率。因此，本文结合了非金属催化剂活化过硫酸

盐的特点和全新的过滤体系设计，表明N-rGO滤膜技术有望应用于实际环境领域。 

详情请参照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2274-016-1089-7  

 

一步法制备层数可控的空心球纳米材料及其电容性能研究  

通过一步法制备层数（1-4）可控的多层CoFe2O4纳米空心材料。合成过程中，利用环糊精为模板剂，

调控溶剂比例，经过高温煅烧得到层数不同的空心球纳米材料。该方法制备的空心球纳米材料作为超级

电容器电极材料具有优异的电容性能及稳定性能。此外，该方法也可以应用到合成其它层数可控纳米空

心金属氧化物。 

 

中国的环保项目通过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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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一项新的研究报告，中国首个国家生态评估显示，大型保护和恢复计划正在改善生态系统服务或"自

然资本"。自1970年代以来，中国蓬勃的经济发展源自高昂、滚雪球般增加的环境代价；到1998年，

它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极度森林砍伐导致土地流失及长江沿岸地区爆发洪灾，令数千人丧生，1320

万人流离失所，财物损失高达360亿美元。这一危机促使中国创建了全世界最大的由政府资助的生态服

务计划：天然林保护工程（NFCP）和坡地保护工程（SLCP）。 

 

Zhiyun Ouyang等人在此报告了来自中国首个生态系统评估（CEA）的结果，旨在确定这些计划的影

响，但作者指出，该CEA没有将空气和水的品质、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以及源自原材料进口的全球足迹扩

展纳入考虑。该评估涉及各种数据，其中包括卫星图片、生物物理测量（即：土壤）、历史记录及超过

10万起实地调查。数据显示，几乎所有的得到评估的生态系统服务在2000-2010年间经历了整体性增

加。粮食生产增幅最大，达38.5%，接着是碳汇，达23.4%。土壤保持、防洪减灾、沙尘暴预防及水保

持也有所增加，但栖息地供给略有下降。这些改变因地而异，某些地区在某些生态系统服务上有所下

降，但全国总体水平则有增加。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给予优先考虑的地区有着最显著的改善。总的

来说，优先考虑地区的碳截留服务增加了83.4%，土壤保持服务增加了77.7%，但这些地区仅占中国面

积的37%。作者们强调了几种可在未来进行改善的评估方法，它们能更好地了解NFCP、SLCP和类似

项目的影响。 

Article #18:"Improvements in ecosystem services from investments in natural capital,"  

 

Science Bulletin封面文章：探寻钛酸锶衬底上单层铁硒薄膜的高温超导机制 

.将超导体的转变温度提升至实际应用中易达的范围是物理界乃至整个科学领域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1987年，人们发现了超过液氮沸点（77K）的高温超导，在超导研究领域迈出了重大的一步。迄今为

止，人们发现了很多与之相关的高温超导体，这类超导体都是基于铜氧化物材料。2008年，超导研究

界迎来了另一个振奋人心的发现，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类与铜氧化物材料截然不同的高温超导体——铁

基超导体。这类超导体的母体是铁和磷族化合物。其发现再一次掀起了超导研究的热潮。然而，在铁基

超导体中，人们一直没有找到超导转变温度高于液氮沸点的体系。直到2012年，清华大学薛其坤院士

领衔的研究组成功地在SrTiO3衬底上生长了单层铁硒薄膜（图一），并且发现了其超导转变温度高于

液氮沸点的迹象。之后的一系列实验验证了这一发现，单层铁硒材料也成为了迄今为止人们发现的转变

温度最高的铁基高温超导材料。 

 

伴随着这一重大发现，物理学家们也面临着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机制导致了单层铁硒薄

膜有着超出于其余铁基超导体的转变温度。在超导体中，超导原自于电子形成了"库珀对"，这些库珀对

是超导中传递零电阻电流的载流子。因此，所谓超导的机制就是解释形成库珀对的物理原因。早在上世

纪五十年代，巴丁、库珀和施里弗提出的BCS理论成功解释了常规超导体（低温超导）中形成库珀对的

机制，他们三人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对于铜氧化物和铁基这一类的高温超导体，迄今为

止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理论。解释高温超导体材料中超导的物理机制，是当今理论物理界一个非常重要

的难题。由于铜氧化物和铁基高温超导体材料都属于强关联材料，电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物理学家很难找到一种可控的非微扰计算方法，来对这些体系进行研究。这也是高温超导至今没有

一个理论解释得到普遍认可的主要原因，对于单层铁硒材料也类似。 

 

最近，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李东海教授研究组，清华大学姚宏教授研究组以及北京大学王垡教授研究组

进行合作，首次将量子蒙特卡洛计算方法运用在了铁基超导的计算中。量子蒙特卡洛计算方法是一种无

近似可控的非微扰计算方法，能够得到强关联体系的严格基态性质，因此这也是铁基超导体中第一个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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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向性，无近似的非微扰计算工作。他们利用铁基超导中多轨道的特性，在对铁基超导的量子蒙特卡洛

模拟计算中解决了费米符号问题，研究了单层铁硒材料中自旋序涨落、向列序涨落以及界面电声子耦合

对超导库珀配对形成的影响。 

 

首先，他们在这项工作中，计算了不同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库珀对的对称性。库珀对的波函数跟分子

（比如H2分子）的波函数相似，它是库珀对中以两个电子的相对坐标为变量的波函数（图二）。配对

波函数的对称性指的是当转动电子的相对坐标时，波函数的相位变化的行为。由于库珀对的对称性能够

在不同的实验中被测量，因此这项工作为今后的凝聚态实验提供了重要的线索，通过测量库珀对的对称

性从而知道单层铁硒材料中诱导形成库珀对的微观有效相互作用。 

 

更加重要的一点是，这项工作的结果显示，无论铁硒超导是哪一种配对对称性，铁硒和SrTiO3材料界

面处的声子能够显著地提高超导转变温度。通过计算发现，在加入了电声子耦合之后，单层铁硒超导中

配对强度有了显著的增加。这一发现说明了界面处声子对于铁硒超导中的高转变温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根据这些结果，研究者们得到了单层铁硒薄膜中反铁磁涨落和界面电声子耦合相互作用诱导产生超

导的相图，这是铁基超导中第一个无近似理论计算的相图（图三）。 

 

这项工作是第一个对于铁基超导体电子配对机制的无近似量子蒙特卡洛理论研究。研究结果除了能够有

助于我们理解SrTiO3衬底上单层铁硒超导的高转变温度，也指出了高温超导材料中电子相互作用以及

电声子耦合这两种来源不同但又能够相互促进的配对驱动力。因此，这些计算结果也为我们寻找更高转

变温度的超导材料提供了新的思路。这一工作在国际同行中也引起了重大的反响，国际知名的凝聚态理

论物理学家，斯坦福大学Kivelson教授专门撰文对这个工作进行了评价，并对其主要结果给予了高度的

肯定。 

该项目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1474175, 11374018），和美国能源部基础能源材料科学和工程部

门（DE-AC02-05CH11231）提供支持。  

 

文章链接：  

 

Zi-Xiang Li,Fa Wang,Hong Yao,Dung-Hai Lee. What makes the T c of monolayer FeSe on 

SrTiO3 so high: a sign-problem-free quantum Monte Carlo study. Science Bulletin, 2016, 61

(12):925-930  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1434-016-1087-x   

 

Steven A. Kivelson. What really happens in strongly correlated superconductors: insights from 

a quantum Monte-Carlo study of high temperature superconductivity in FeSe films. Science 

Bulletin, 2016, 61(12):911-913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1434-016-1101-3  

 

带有某些基因变异株的患者用药物预防再次中风效果可能较小 

在网络版《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北京首都医科大学的Yongjun Wang，M.D.和同

事对CYP2C19基因变异株与用氯吡格雷治疗小中风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者的临床转归间的相关性进

行了检查。这项研究结果的公布时间与其在中国卒中学会第二届学术年会暨天坛国际脑血管病会议上的

报告时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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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急性非致残性脑血管事件（CHANCE）的高风险患者中所做的氯吡格雷试验显示，氯吡格雷与阿

司匹林的组合比单用阿司匹林更能降低短暂性缺血发作（TIA）或缺血性小中风患者发生中风的危险—

—如果这些患者能在症状出现后24小时内得到治疗。氯吡格雷与阿司匹林的组合疗法已成为TIA患者或

急性小中风患者的推荐治疗方案。CYP2C19基因变异已被确定是对氯吡格雷治疗无反应的强预测因

子。现有的论及CYP2C19变异株对氯吡格雷治疗中风功效影响的数据十分有限，尤其是其在亚洲人群

中的数据，而后者的中风事件和死亡率比白人群体要高。 

 

在这项研究中，纳入CHANCE试验的2933位中国患者的基因分型发现了3种主要的CYP2C19变异体。

总体而言，1207名患者（41%）为这些变异株的非携带者，1726名患者（59%）为/CYP2C19/变异株

的携带者。在90天后的随访时，氯吡格雷-阿司匹林降低了非携带者中的中风新发率，但在这些变异株

的携带者中则没有降低其中风新发率（在变异株非携带者中的中风事件：氯吡格雷-阿司匹林组为41起

[6.7%] vs 阿司匹林组的72起[12%]；但在变异株携带者中的中风事件为：氯吡格雷-阿司匹林组为80

起[9.4%] vs 阿司匹林组的94起[11%]）。 

 

在次级疗效结局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结果（即复合性血管事件[缺血性中风、出血性中风、心肌梗塞或

血管性死亡]）。在基因变异株携带者和非携带者间的对出血的治疗效果则没有显著差异。 

 

作者们写道："这些结果就/CYP2C19/基因型对这一疗效有影响提供了支持。" 

 

研究人员指出，在将这些结果应用于非亚裔人群前（尤其是鉴于在不同人群中所得到的心血管研究结果

不尽相同），在不同人群中比较CYP2C19变异株与氯吡格雷功效间的相关性将颇为重要。 

### 

(doi:10.1001/jama.2016. 8662)   

 

通过整合不同科学令生物医学研究得益最大化 

在本期的《政策论坛》中，Phillip Sharp和同事讨论了将工程、物理、计算、数学科学与生物医学科学

整合的必要性，他们在本星期中发表了一篇报告，其中罗列了一些关键性的建议。作者们说，21世纪

中物理学与工程的融合导致了在收音机、电话、汽车、飞机、计算机、互联网等方面丰富多彩的进展；

如果恰当的投资和承诺到位，生物医学领域有望取得类似的进步。然而，来自物理、生物物理、数学、

工程或生物工程领域的主导科学家中只有3%现在得到了联邦国立卫生院的研究基金，后者是为生物医

学科学提供研究基金的主要来源。他们的报告"融合：卫生健康的未来"将于6月24日发表；在这一报告

中，Sharp和同事列举了改善和加快这些领域融合以推进生物医学研究的若干建议，它们包括：大幅增

加明确定位于融合项目的联邦生物医学研究基金；修改基金审查机制以纳入工程、计算和物理科学的专

业知识；重组学术机构以更好地促进研究与教育的合作。尽管作者们引述了几个利用整合潜力的项目，

但他们说，还有大量未竟工作有待完成；他们指出，国立卫生院应发挥主要作用。 

Article #5:"Capitalizing on convergence for health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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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发现能够让寨卡病毒“失效”的抗体 

 ※科技世界网     

       欧洲的科研团队于2016年6月23日宣布，他们成功发现能够对寨卡病毒（Zika virus）进行攻击

的抗体，将有望研发出针对寨卡病毒的新型预防疫苗。研究小组在报告中称，这种在免疫系统最前线

战斗的抗体，能够使培养皿内人类细胞感 染的寨卡病毒“失效”。此外，它对与寨卡病毒类似的登革病

毒（dengue viru）也有同样效果。 

       研究人员表示，本次的最新成果对研发可以同时预防寨卡病毒病以及登革病毒病的“万能疫苗”有

重要意义。 

       对寨卡病毒进行攻击的分子是从曾经感染过登革病毒的人的身体中提取的。这些人的免疫系统中

已经产生了对抗登革病毒的抗体。 

       法国巴斯德研究所(Institut Pasteur)的病毒学家Felix Rey分别在英国知名科学杂志《Nature》和

《Nature Immunology》上刊文称，这种抗体可以用于保护身处在易感染寨卡病毒环境中的孕妇。 

Rey教授表示，正是因为寨卡病毒和登革病毒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才让研究人员发现了用于对抗登革

病毒的抗体能够使寨卡病毒“失效”。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收获。 

       不过Rey教授还特别强调，真正研发出可以投入使用的疫苗应该是很久以后的事情。进行临床试

验需要进行许多前期准备，这会耗费较长时间。 

部分抗体会产生反效果 

       寨卡和登革都是以埃及伊蚊为媒介的病毒，同属于黄病毒科。当下还没有能够有效治疗寨卡病毒

的药物，但是能够对抗登革热的疫苗已经面市。登革热是主发于巴西的疫病。 

       令人担忧的是，除了本次研究发现的能够杀死寨卡病毒的两种抗体外，对登革病毒有活性的大部

分其他分子，都存在让寨卡病毒效果大增的可能性。 

       论文联合作者伦敦帝国学院的Gavin Screaton教授表示，如果曾经感染过登革病毒，那极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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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可望大幅提升柔性显示屏性能：亮度高能耗低 

 ※新华社  

       柔性显示屏在智能手机等设备上已有所应用，但材料性能仍限制了普及程度。英国研究人员

日前报告说，他们用一种基于石墨烯的新材料制成新型柔性显示屏，在柔韧性、亮度等方面比同

类产品有所提高。与采用玻璃基板的传统液晶显示屏不同，采用塑料基板的柔性屏借助薄膜封装

等技术，让面板可弯曲、不易折断且更轻薄，这为移动设备的设计提供了更多选择。但受限于所

用材料，柔性屏幕随着尺寸增大，亮度的层次和均匀性会有所下降。 

       为解决这类难题，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一个研究团队2012年研发出一种“三明治式”的石墨烯新

材料：这种名为“GraphExeter”的新材料在两层石墨烯中加入一个三氯化铁分子夹心层，其透明

度、重量和柔韧上优于现有导电材料。 

       埃克塞特大学日前发表的公报说，在最新研究中，其研究团队进一步验证了这种新材料的稳

定性等性能，并首次用这种新材料试制出了柔性显示屏。新型柔性显示屏不仅亮度高、能耗低，

而且亮度十分均匀和稳定。 

       参与这个项目的埃克塞特大学研究人员萨韦里奥·鲁索说，新研究证实这种材料很适合应用

于较大尺寸的柔性显示屏，未来可能有助于推动电子设备生产的变革，在医疗等领域的应用也会

有不错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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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把二氧化碳变成石头应对全球变暖低 

 ※cnBeta  

       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一种将二氧化碳变成石头的技术，来捕捉和存储二氧化碳，进而以一个

更安全，更快捷的方式抑制全球暖化。和长期以来直接将二氧化碳排放到地下的做法不同，本周

公布的技术是将二氧化碳溶解在水和硫化氢混合液体当中，然后将液体泵入地下玄武岩当中，将

二氧化碳变成固体矿物（方解石）。 

       哥伦比亚大学拉蒙特多尔蒂地球观测站的研究人员在冰岛Hellisheidi电厂进行了名为

CarbFix项目的试点计划，这个电厂是世界上最大的地热设施。在2012年，他们注入250吨二氧

化碳（以水和硫化氢混合）液体到地下约1500米深的玄武岩当中，两年内，95%的注入物已经

凝固成石头。 

       研究人员表示，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将大量的二氧化碳在很短的时间变成固体，以非常安全的

方式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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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科学家发现光子奇异性质：或颠覆量子力学基础 

 ※新浪科技    

       据国外媒体报道，光的一种奇异现象可能正在

颠覆量子力学的基础。光子是构成光的粒子，它们

构成了一个基于光的莫比乌斯环，其中表现出的动

量特征是此前科学家认为不可能出现的。这项发现

可能会动摇量子力学的一些基本假设，后者是描述

亚原子粒子世界的经典理论。 

       爱尔兰科学家近期对光的一种奇异性质的研究

可能正在颠覆量子力学的基础。但到目前为止，关

于其深层意义方面仍然不甚明了 

       这项研究的合作者之一，爱尔兰都柏林圣三一

学院的物理学家保罗·埃萨姆(Paul Eastham)指出：

“这是光的一种基本性质，我们证明了其和人们此前

设想的不太一样。” 

“空心”的光 

       这项研究的最早渊源还要追溯到200多年前，

当时的爱尔兰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威廉·汉密尔顿

(William Hamilton)和他的合作者汉弗莱·劳埃德

(Humphrey Lloyd)预言，具备某种特定内部原子结

构的晶体将能够产生中空的“光管路”，前提条件是

入射光线照射到晶体表面的角度合适。 

       为了向这一200多年前的伟大发现致敬，埃萨

姆与合作者决定深入探查这一现象背后的理论基

础。首先他想到的是，这样一种中空形态的光线对

于光子的角动量究竟意味着什么。随着在数学运算

方面的深入进行，他突然意识到一些奇怪的事情：

在这一中空光线中的光子将具备的角动量约为1.5倍

的普朗克常数，后者是描述能量与波长之间关系的

基本物理学常数。 

       但这样的情况是令人难以相信的，因为量子理

学原理限定了光子的角动量必须是普朗克常数的整

数倍，比如2倍，-3倍等等，而不能出现0.5倍这样

的情况。 

自旋为半的光子 

       为了检验他们计算结果是否的确在现实中存

在，他们决定对这一理论进行实验验证。他们将一

束激光以精确的特定角度射向一块晶体，随后使用

一种被称作干涉仪的光学部件对这束激光进行分

束，并按照其自旋特征进行分离。 

       非常明确的实验结果就是，在测量时，这些光

子的角动量值分别显示约为1.5倍普朗克常数和-1.5

倍普朗克常数。研究组已经将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4

月29日出版的在线版《科学进展》杂志上。 

       这项研究的另外一位合作者，同样来自爱尔兰

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物理学家凯勒·巴兰汀(Kyle 

Ballantine)表示，这项发现非常有趣，因为其暗示

光子的行为可能与我们此前对其作出的预测不符

合。他说：“所有粒子都可以被分为两大类，第一类

叫玻色子，其中就包括光子，这类粒子的特点是它

们都有整数角动量(自旋量子数是整数)，另一类粒

子叫做费米子，比如电子，这类粒子的自旋量子数

就不是整数。这样的区别非常重要，因为这会导致

非常不同的量子行为。而我们此次研究的结果显

示，我们能够创造出一束光子流，其行为类似费米

子，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 

       不过，这项研究也并不会就此削弱普朗克常数

的重要性，或是颠覆整个亚原子物理学大厦的根

基。埃萨姆表示：“我们并未打破量子力学。” 

       当然，不管如何，这项研究得到的结果仍然非

常新颖，它深层的意义目前仍然不甚明确。但其中

一项至少是明确的：这项发现将对量子计算和密码

学研究产生影响，这两个领域的研究都是基于亚原

子粒子的相关性质，而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可能需

要修正一些原先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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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研发出不使用稀有元素的红光半导体 
 ※环球科技  

       据 日

本共同社6

月 22 日 报

道，日 本

东 京 工 业

大 学 与 京

都 大 学 的

研 究 小 组

21 日 发 布

消息称，已研发出不使用高价稀有元素的红色发光

半导体。据悉，今后有望利用地球上蕴藏量丰富的

氮制成的氮化物，以低廉的成本运用于红色发光二

极管(LED)与太阳能电池。研究小组就半导体候补

物质将含锌氮化物设定为瞄准对象，列出了583个

种类名单，通过超级计算机预测结晶结构与稳定性

等，从中筛选出21种。 

       6月21日，东京工业大学与京都大学的研究小

组表示已研发出不使用高价稀有元素的红色发光半

导体。图为在光照下发出红光的新氮化物 

       研究人员在其中选出一个适合用于红色LED的

物质，在1200度、约5万气压的条件下合成。该物

质在光照下发出预期中的红光，被发现有望成为红

色LED的材料。 

       使用低价氮化物的LED已成功实现蓝色与绿

色，但红色始终未得到实际运用，存在必须使用稀

有元素及难废弃原材料的问题。 

       东京工业大学计算材料科学教授大场史康表

示:“该物质仅需钙、锌和氮等蕴藏量丰富的元素即

可制成。今后想研究更为简单的合成方式，推动实

际运用。” 

美科学家将启动人类基因组编写计划 或引发争议  

※中新网  

       美国25名科学家宣布将于今年筹资一亿美元启

动人类基因组编写计划，目标包括在10年内合成一

条完整的人类基因组。报道指出，这项极具争议的

计划势必引发 究竟人类生命是否可以人工合成的伦

理激辩。一个生物体的基因组是指一套染色体中完

整的DNA序列，即遗传蓝图。人工合成一条完整的

人类基因组，理论上来说 将有助于造出没有生物学

意义的父母的人类，也提高了出现基因改良的定制

人类的可能性。 

       不过，科学家们说，他们的目的并不在此。他

们指出，人工合成的人类基因组可用在各方面，包

括培育出可移植给人类的器官、通过全基因组重编

码赋予细胞对病毒的免疫力、通过细胞工程技术赋

予细胞抗癌能力、加速疫苗和药物的研发进程等。 

       来自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纽约大学等知

名学术机构的科学家，是到哈佛大学开会后宣布开

展名为“人类基因组编写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Write）的项目。 

       科学家们承认这个计划较具争议性，他们指

出，人类基因组计划也曾被一些人认为有争议性，

但现在被视为是最伟大的探索壮举之一，让科学和

医学发生革命性变化。 

       人类基因组计划从1990年持续到2003年，重

点是基因测序，让科学家能够“阅读”基因组。人类

基因组编写计划的重点则是构建基因，让科学家能

够“编写”基因组。 

       人类基因组编写计划的首要目标是在10年内把

合成大型基因组的成本降低至现在的千分之一。据

介绍，人类基因组有约30亿个碱基对，以今天的价

格构建一个完整人类基因组的费用极为高昂。 

       科学家们希望在今年内募得一亿美元资金，以

开展此计划；预计整个计划需要的资金不会超过人

类基因组计划的30亿美元。 

       人工合成一条完整的人类基因组，理论上来说

将有助于造出没有生物学意义的父母的人类，也提

高了出现基因改良的定制人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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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基因剪刀”抗癌试验首次通过审查 
 ※新华网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一个咨询委员会21日批准

了首个利用被誉为“基因剪刀”的CRISPR基因编辑技

术来治疗癌症的人体临床试验，让这种目前备受关

注的生物医学技术在美国距临床试验仅差美国食品

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一步之遥。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重组DNA咨询委员会”批准了这项由美国宾夕法尼

亚大学提交的临床试验计划。该委员会负责对在美

国进行的基因疗法临床试验进行安全及伦理审查。 

       这项试验还需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放行才能

开始实施。如果最终获得批准，研究人员将招募18

名现有治疗方法已不起作用的黑素瘤、多发性骨髓

瘤以及肉瘤患者，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加利福尼亚

大学旧金山分校以及得克萨斯大学MD安德森癌症

研究中心三个地点开展临床试验。 

       按计划，研究人员将从患者身上提取免疫T细

胞，利 用 一 种 无 害 病 毒 让 T 细 胞 具 有 一 种 名 为

NY－ESO－1蛋白质的受体。NY－ESO－1蛋白质

常存在于某些肿瘤细胞上，经改造的T细胞在被输入

患者体内后，就能识别表达NY－ESO－1蛋白质的

肿瘤细胞、对肿瘤细胞发起攻击。 

       然而，受改造的T细胞不易增殖、存活时间不

长。为延长T细胞存活时间、提高其杀灭癌细胞的效

率，研究人员希望利用CRISPR技术，破坏一种名为

PD－1蛋白质的合成。这种位于T细胞表面的蛋白质

抑制T细胞发生免疫反应后的活性，而肿瘤细胞能够

激活PD－1蛋白质来躲避T细胞的攻击。此外，研究

人员还打算敲除编码T细胞表面其他两种主要蛋白质

受体的基因，让T细胞经改造获得的NY－ESO－1蛋

白质受体更有效。 

       另据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报道，美

国社交网站脸书的首任总裁肖恩·帕克投资2.5亿美

元建立的“帕克癌症免疫疗法研究所”将为这项试验

提供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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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发现可对抗“超级细菌”的新型抗生素 
 ※来宝网     

       研究人员表示，一种新型抗生素在动物实验中，

表现出了对危险耐药细菌的良好的抑制作用。这种新

型抗生素是抗生素TXA709和抗生素cefdinir结合的

产物，能够成功治愈“超级细菌”——MRSA（耐甲氧

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对动物感染症状。该研究结果

“十 分 重 要，因 为 尽 管 先 前 的 研 究 表 明 ： 抗 生 素

TXA709能够用于治疗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

但是，当它与抗生素cefdinir相结合时，就能够起到

更广泛的治疗效果， 

       例如：能够有效治疗各种细菌感染的疾病，例

如：脓毒性咽喉炎，肺炎，支气管炎和中耳和鼻窦感

染等，同时也大大减少了患者对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

萄 球 菌 的 感 染 风 险，”该 研 究 的 研 究 员  Daniel 

Pilch 表示，他是新泽西州皮斯卡塔韦罗格斯大学

Robert Wood Johnson医学院药理学副教授。 

       “这种药物的另一好处就是：可以口服，这就意

味着，一些患者在门诊就可以得到良好的症状管理。

当前，这两种抗生素成分用于分别治疗耐甲氧西林金

黄色葡萄球菌时，采用的施用方法仍是：静脉注

射，” Pilch在一次大学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Pilch和其他来自于罗格斯大学的研究者们共同开发

出了实验抗生素。 

       研究人员表示，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能够

引起许多问题，主要包括：皮肤感染、脓毒症和肺炎

等。每年，有19,000人因遭受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

萄球菌感染而死亡，国家每年在这一细菌感染方面投

入约30亿美元的医疗保健费用。 

       “目前用于治疗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

的标准药物是有限的，” Pilch 表示。“此外，随着这

些药物的用量逐渐增加，我们不难推测，这些药物的

未来临床效果可能会大打折扣。” 

       部分药物的动物实验效果往往会与人类临床研究

效果产生一定的偏差，所以，研究者们计划第一阶段

的人类临床实验将于明年春天开始，用于探究试验药

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该研究相关文章发表于7月的《抗菌药物和化

疗》（Antimicrobial  Agents  and Chemothera-

py）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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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系外发现生命的基本特征 
 ※cnBeta  

       据 外 媒 报 道，近 日 美 国 国 家 射 电 天 文 台

（NRAO）的研究人员首次发现了在星际空间发现

与生命起源相关的“手性分子”。手性分子是化学中结

构上镜像对称而又不能完全重合的分子，通常只在

氨基酸、蛋白质和酶中出现。这项发现将帮助研究

人员破解手性分子及生命在宇宙中的最初起源之

谜。 

       研究人员使用澳大利亚的帕克斯射电望远镜和

西弗吉尼亚州的绿堤天文望远镜在人马座B2星云中

的 外 部 区 域 探 测 到 了 这 种 叫 做 环 氧 丙 烷 

(CH3CHOCH2)的手性分子。美国弗吉尼亚州夏洛

茨维尔国家无线电天文台的化学家Brett McGuire表

示：“这是首次在星际空间探测到具有手性特征的分

子，这对我们了解在生命起源之前的分子如何在太

空产生以及它们对生命起源可能起到的影响是一个

开创性的飞越。” 

       手性（chirality）一词源于希腊语词干“chiral

（手）”，在多种学科中表示一种重要的对称特点。

如果某物体与其镜像不同，则其被称为“手性的”，且

其镜像是不能与原物体重合的，就如同左手和右手

互为镜像而无法叠合。互为手性分子的两种分子结

构中，根据结构方向被定义为左手手性或右手手

性。比如例如在生物分子中，蛋白质的组成部分氨

基酸以左手手性为主，而糖分子却以右手手性为

主，这种现象被称为纯手性。这种特性是识别所有

生命有机分子的清晰标记。 

       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天文

与航天科学部门主管 John Reynolds博士表示：“手

性分子的形成原因是生物学的一大谜团。这一发现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将帮助我们了解这种重要

分子如何在太空产生及对宇宙生命的影响。 ” 

       迄今为止，科学家已经在太空中发现超过180种

分子，不过这是首次在星际空间探测到手性分子。 

       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研究生Brandon Carroll表

示，环氧丙烷是在目前太空中发现的具有最复杂结

构的分子。 

国 

际 

热 

点 FOCUS 



 

2016年第6期    

（总第2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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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伟伟 

vivi@nju.edu.cn。 

 

    感谢您对《科技信息》的大力支持！  

南京大学科学技术处 

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163号扬州楼 

邮编：210093 

电子版请参阅：http://scit.nju.edu.cn/Category_11/Index.aspx  

 

科技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