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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新闻

潘毅副校长率团访问以色列理工学院
当地时间 4 月 19 日，潘毅副校长率化学化工学院党委书记贾叙东教授、犹太研
究所所长徐新教授以及化学与生物医药科学研究所执行所长李桂根教授等一行五人
访问以色列理工学院（Israe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简称 Technion）医学院。
2004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龙•切哈诺沃教授(Aaron Ciechanover)热情接待了
潘校长一行。切哈诺沃教授是南大的老朋友和亲密的合作伙伴，目前担任我校化学与
生物医药科学研究所所长一职。他陪同代表团成员参观了他的实验室，并非常坦率地
就双方合作项目的具体操作交换了意见。切哈诺沃教授欣然应邀参加我校 110 周年校
庆系列活动，包括校庆大会、化学学科发展论坛等，并为 110 周年校庆题词。
以色列理工大学医学院院长 Eliezer Shalev 教授向代表团介绍了该学院的情况，
并希望与南京大学开展更加广泛的合作。潘毅副校长亦介绍了南京大学的概况，以及
国家重大研究计划和“2011 计划”（即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情况，并向对方
表达了希望以此作为契机，开展包括化学、医学、物理等学科在内的多学科合作研究
的愿望。
2004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夫拉姆•赫什科教授（Avram Hershko）也在他的实
验室会见了代表团成员。他八十多岁高龄仍然坚持在实验室工作，令代表团成员钦佩
和尊敬。
（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科学技术处、化学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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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视点

南京大学打造科研新优势
“我们的眼光应该跳出国内，两所高校联合起

士 12 人，国家级重大项目首席科学家 10 人，千

来到国际上去像奥运会一样争金夺牌，量子调控

人计划 6 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0 人，而中国

不仅要在国际上处于前沿水平，还要逐渐引领这

科技大学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同样

项科研领域。”近日，南京微结构国家实验室（筹）

是人才集聚，拥有院士 8 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主任、中科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邢定钰在接受

10 人。今年，作为两所高校的协同创新中心，由

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在量子调控科研领域与中国

两大国家基地强强联手筹备成立的量子信息与

科技大学协同创新的愿望。

量子材料联合中心将正式落户南京大学，这里将

作为我国主要的研究型大学之一，南京大学

成为世界上新一代核心信息技术的重要发源地。

历来非常注重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工作，在长期

“两所高校在量子调控领域，已经具备了抢占

的办学过程中，从自身的优势学科出发，联合校

当今世界该科研领域制高点的条件。在这种情况

内外各类创新力量，促进自身和科研院所、企业

下，成立量子调控研究两校协同创新中心，实现

和地方政府等建立“协同创新体”，带动了科学研

了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必将能使重大的科研成

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各项

果不断涌现。”南京微结构国家实验室（筹）主任、

工作取得实质性成果。

中科院院士邢定钰说。
此外，南大还主动与校外科研院所展开协同

强强联合 攻坚科研高地

创新合作。2008 年，南京大学与中国电子科技

对于量子世界的调控，是当今信息、能源、

集团公司第 14 所、第 55 所签署了全面合作协议，

材料等交叉学科产生新突破的科技制高点。物质

双方共同建设“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科学的研究正在从观测、解释自然现象的时代进

电子学院不仅从研究所聘请了副院长，还聘请研

入调控时代。2006 年，国务院启动“量子调控”

究所专家担任系主任，全面负责学科建设和发展

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南京大学微结构国家实验室

工作；两个所的优秀专家担任南京大学的博士生

（筹）和中国科技大学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

导师和硕士生导师；研究所聘请南京大学知名教

室（筹）被选为两大国家基地。

授和优秀学者为指导教师，参与所内专业研究生

南京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作为全国物理学

的培养；结合研究所在工程(工艺、系统等)领域

科的前两位高校，长期以来在物质科学、信息科

和南京大学在技术(理论、基础等)领域的各自优

学等领域硕果累累，取得了一批举世瞩目的原创

势，双方切实开展科研协作，在国家相关领域申

性科研成果。南京大学微结构国家实验室（筹）

请国家级的重大、重点项目，联合技术攻关。

作为该校唯一的一个国家实验室现有中科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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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政产学研新思路 服务社会

近年来，双方的合作得到进一步的深化，瑞声科

南京大学地处经济社会发展最为活跃的长

技在南京大学——鼓楼大学科技园设立了瑞声

三角经济区，加强产学研合作，建立大学自身发

声学科技研发（南京）有限公司，在南京大学成

展与区域发展的良性互动是其内在要求。但是作

立了南京大学-瑞声新材料联合实验室。如今，双

为一所以基础见长的研究型大学，在区域创新体

方正在商讨联合成立南京大学-瑞声研究院。

系中如何发挥自身优势服务社会，在产学研合作

在长期的政产学研结合服务社会的实践中，

中做什么？怎么做？必须探索出一条适合南京

南京大学总结出“12345”政产学研结合服务社会

大学的特色之路。

的新思路，即构建一个组织体系、实现两个创新、

“要想服务好社会，必须先把家门口的事情做

坚持三个转变、 注重四个“真”字和突显五大领

好。” 南京大学科学技术处处长、科技成果转化

域。据了解，目前南京大学在省内建立了 18 个

中心主任李满春透露，在南京大学“十一五”规划

政产学研合作平台，依托平台在全国高校率先与

建设中，“服务江苏”就已成为学校发展的主要战

开发区合作建 2 个教育部工程中心，获批 1 个国

略之一。如何更好地服务社会，首先需要积极地

家工程中心和 4 个省级工程中心。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持。

(中国江苏网，2012 年 04 月 20 日）

南京大学与地方合作成功迈出的第一步是
从无锡宜兴开始的。2006 年挂牌成立的南京大
学宜兴环保科技研发中心，开创性的在异地利用
学校雄厚的科技实力，结合政府的引导性资金，
以建立政产学研合作平台的形式为当地产业发
展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撑。该中心 2007 年获批“江
苏省中小企业技术服务示范平台”；2008 年列入
江苏省十大科技支撑服务平台，2009 年获批“国
家中小企业技术服务示范平台”，并成为江苏环保
产业联盟理事长单位；成果获省部级科 技进步
一等奖和中国发明创业奖。今天的研发中心被当
地环保企业誉为专业级的“水诊断、水治疗”的“水
医院”。
此外，南京大学也一直注重直接为企业提供
服务。以南京大学声学学科为例，南大声学拥有
国内唯一的声学本科专业，是我国高校中主要的
声学教学和科研基地。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瑞
声企业刚起步时，南京大学即为公司提供技术服
务，帮助公司成长，双方开始了长期的良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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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奖项

2011 年度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项目介绍（一）
获奖成果名称： 线粒体功能与代谢性疾病

的独立危险因子；证明了 PGC-1α表达水平的降

的研究

低致使线粒体功能和数量降低, 可导致肿瘤细胞

获 奖 情 况： 2011 年度教育部高等学校

低分化、心肌肥厚和神经元功能障碍。以此为基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自然科学一等奖

础，建立了用线粒体功能作为指标的药物活性成

主要完成人员： 张辰宇 张燕 朱凌云 陈熹

分的筛选体系，筛选出系列可治疗代谢性疾病的

张峻峰 姜晓宏 刘畅 刘丹青

化合物，申请发明专利 20 余项，授权 5 项。

第一完成单位： 生命科学学院

以上对 UCP2、PGC-1α的线粒体调控机理

内 容 简 介：

及疾病作用机理的系统性研究，开拓、引领和拓

该项成果来源于国家“973”计划、国家杰出青

展了国际学术界对线粒体功能及对疾病特别是

年基金及重大计划项目的研究工作。为研究线粒

代谢性疾病的作用方式和调控机制的理解，还开

体功能对疾病发生机制的影响，本项目利用建立

创性地从传统中药栀子中发现了一种抑制 UCP2

的基因敲除/转基因小鼠模型、独特的酵母表达系

活性的单一成分 genipin，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

统及线粒体功能检测系统，在国际上首先阐明了

重大影响；完全自主地建立了相关的基因敲除/

线粒体内膜转运蛋白 2（UCP2）及超氧化物

转基因小鼠模型，并率先用于 2 型糖尿病的治疗

-UCP2 途径在肥胖和高糖引起的胰岛β细胞功能

和相关疾病药物的筛选，确立了 UCP2、PGC-1

缺失进而导致 2 型糖尿病发病的机制中的应用，

的线粒体调控机理及疾病作用机理研究的领先

并且从中药栀子中发现了一种抑制 UCP2 活性

地位。

的单一成分 genipin, 可以作为治疗 2 型糖尿病

该项目在包括 Cell，Cell Metabolism 等国际

的先导化合物及研究 UCP2 功能的工具；还阐

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28 篇，总引用数他引

明了肝脏特异型 UCP 功能和 UCP2 在 T 细胞中

3357 次，单篇最高影响因子为 29.219；10 篇代

的作用及相关机制；并在国际上首先发现了骨骼

表作 SCI 他引为 641 次，单篇最高 SCI 他引 391

肌特异性的 microRNA 调控 UCP2 的蛋白翻译，

次。也曾被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引用。第一完成人

从而发现了一条由 microRNA 和 UCP2 调控的

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作大会报告。

成肌分化信号通路，其次证明了多种病理因素导
致调控线粒体活性的共激活因子 PGC-1α在血管
平滑肌细胞中表达降低，线粒体功能异常是动脉
粥样硬化的主要发病因素之一；可调节 PGC-1α
表达的血浆 OA/PA 比值是致死性冠状动脉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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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成果名称： 基于不充分信息的机器学

该项目发表论文 86 篇，被 SCI 收录 65 篇；
大部分论文发表在本领域内一流国际期刊和顶

习理论与方法研究

级国际会议上。论文被 SCI 他引 843 次（10 篇

获 奖 情 况： 2011 年度教育部高等学校

代表作他引 276 次，单篇最高他引 62 次）。论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自然科学一等奖

文引用者来自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哈

主要完成人员： 周志华 陈松灿 黎铭 谭晓

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英国剑桥大学等著名机

阳 张敏灵
第一完成单位：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构。授权发明专利 4 项。研制的系统战胜美、英

内 容 简 介：

等国参赛队获 PAKDD 国际数据挖掘竞赛冠军。

该项成果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

第一完成人应邀作国际学术会议特邀报告 15 次。

金及面上基金的研究工作。智能化是信息科学技

该项目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本领域做出

术发展的主要趋势，而机器学习是实现智能信息

了贡献，并为我国信息科学技术事业输送了优秀

处理的关键，机器学习的根本目标是提升泛化性

人才。(科学技术处 张云云)

能。当数据信息充分时，现有技术能构建出强泛
化性能模型；但真实任务常面临标记、关系、目
标等方面的信息不充分性，严重阻碍了泛化性能
的提升。
主要研究内容：（1）针对标记信息不充分
性，对单视图协同训练及多分类器半监督学习的
理论与方法进行了研究，给出了协同训练充分必
要性定理、提出了半监督回归学习方法和单视图
半监督主动图像检索方法；理论上给出了多分类
器半监督学习奏效的条件，突破了显式估计标记
置信度的障碍，提出了 tri-training 等方法。（2）
针对关系信息不充分性，对局部领域及核诱导距
离度量学习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研究，证明了径
向基类核诱导距离度量的鲁棒性，提出了类别偏
置相似性度量监督流形学习方法。（3）针对目
标类信息不充分性，对样本分布不平衡及单训练
样本学习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研究，揭示了从二
类不平衡解推广到多类的一致性条件，提出了有
效克服样本分布不平衡问题的 ML-KNN 等方法
及基于非参数神经网络的单样本鲁棒学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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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稳定 BiVO4 光电极太阳能分解海水制氢研究
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不仅造成环境污染，直接威

光照下无法稳定，且效率很低。因此，开发能在天然海

胁人类健康，而且排放出大量 CO2 气体而导致全球气候

水中稳定的光电极材料是实现海水分解的关键。

变暖。因此，开发新能源将是人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最近物理学院邹志刚教授课题组通过浅能级掺杂、

内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其中关于太阳能的利用将是解

表面复合中心消除、电催化剂修饰、形貌控制、理论计

决人类能源需求的有效途径。目前，太阳能转换主要靠

算等手段对 BiVO4 进行改性后[1-4]，实现了分解天然

光伏器件将太阳能转化成电能，然而电能存储困难。光

海水的世界最高的太阳能转换效率和光稳定性。在所有

电化学分解水是一种能将太阳能直接转化成可以存储

已研究的氧化物光阳极中，在 440-480nm 可见光波段

的清洁能源——氢能的技术。光电化学分解水的关键是

范围内具有最高的量子转换效率（~50%@440nm）。

光电极材料的选择与制备。氧化物材料由于具有好的光

如果用硅或敏化太阳电池提供外加偏压，其太阳能转换

稳定性、制备简单，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自日本学者

效率超过 4%。向太阳能分解水制氢实用化方面迈进了

Fujishima 等人 1972 年在 TiO2 电极上发现光分解水现

重要一步，为我国在太阳能转化与存储方面的研究做出

象以来，本领域绝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分解纯水。然而，

了重要贡献。该研究结果部分已发表在 Energy Environ.

纯水资源是有限的，而海水是地球上最丰富的资源。另

Sci. (影响因子 9.44)、J. Phys. Chem. C.、J. Phys. D:

外，不同于纯水，海水中包含大量的 Cl-，Cl-的氧化是

Appl. Phys.、Phys. Lett. A 国际著名期刊上，相关成果

两电子过程，相比水氧化的四电子过程，从热力学上讲

也申请了一项中国专利，已获授权[5]。该项研究得到了

更容易，因此在海水中可能得到更高的太阳能制氢效

科技部 973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资助。

率。因此如果能利用地球上最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太

（环境材料与再生能源研究中心 王瑞琼）

阳能和地球上最丰富资源——海水制氢将是未来太阳
能制氢的重要发展方向。之前被广泛研究的在纯水中稳
定的可见光响应材料，WO3 和 Fe2O3，在天然海水中
参考文献：

1)

W. Luo, Z. Yang, Z. Li, J. Zhang, J. Liu, Z. Zhao, Z. Wang,
S. Yan, T. Yu and Z. Zou Energy Environ. Sci. 2011, 4,
4046.

2)

W. Luo, Z. Li, T. Yu and Z. Zou J. Phys. Chem. C 2012,
116, 5076.

3)

W. Luo, Z. Wang, L. Wan, Z. Li, T. Yu and Z. Zou J. Phys.
D: Appl. Phys. 2010, 43, 405402.

4)

摄于南京大学北大楼前，在下午 5 点左右
太阳光照射下，利用 BiVO4 光电极分解天然
海水，金属电极上有明显氢气气泡冒出

Z. Zhao, W. Luo, Z. Li and Z. Zou Phys. Lett. A 2010, 374,
4919.

5)

邹志刚，罗文俊，李朝升，专利号：2010100182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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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路径构造的非二进制 LDPC 码解码器设计
LDPC (Low-density parity-check)码是麻省

外两种算法，同时可以取得相近的解码性能。研

理工学院 Robert Gallager 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

究人员同时设计了相应的校验节点硬件结构，其

的一种具有稀疏校验矩阵的分组纠错码，它的性

核心部分 path constructor 结构如图 1 所示。其

能逼近香农限，且译码并行度高，适于硬件实现，

中 Select Unit（SU）模块用于计算校验节点消

近年来已经成为编码界的研究热点。非二进制

息。与路径构造相配合，多个 SU 模块可以从同

LDPC (Non-Binary LDPC)码是 LDPC 码的重要

一条路径中获取所需信息，并行计算传向不同变

扩展，在码长中等或较短的情况下，其性能优于

量节点的校验节点消息，从而显著提高校验节点

传统 LDPC 码，同时能更加有效地对抗混合噪声

处理效率，降低计算延时。

环境和突发错误。但由于其解码器实现的硬件复

这项工作提出的构造路径算法及相应的高

杂度高、解码延时过长的问题，非二进制 LDPC

效解码器架构，在解码性能和实现代价之间实现

码的应用受到了很大限制。

了良好的折中，在同类设计中具有较大优势。该

校验节点消息计算是非二进制 LDPC 码解

项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No. 61006018

码算法的瓶颈所在。最近电子学院微电子设计研

以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的资助。

究所沙金副教授等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基于构造

（电子学院微电子设计研究所 何凯）

路径的校验节点处理算法，有效降低了校验节点
的计算复杂度，从而显著提高了解码效率。相应

w

LLR
p

Symbol

的校验节点处理单元结构也具有很好的可实现

1

SU0

1

SU1

1

SUdc-1

Index
log2dc

性，相比最新的同类设计，校验节点处理延时减

fsum

Zero
RAM

decoder

dc

dc

Circuits and System 接收发表。该课题组通过研

dc

bittest

究非二进制 LDPC 码的内在特性，在校验节点处

...

少 52% 。 该 成 果 已 被 IEEE Transaction on

Symbol
Track

Path
Track

1

1
Enable signal

理算法中采用构造路径的方法取代常规的

LLR

forward-backward 流程，仅保留置信度最高的少

LLR(n)
Symbol(n)

Path Symbol

量变量节点消息用于校验节点消息的计算。在基

FIFO

Galois field
adder

Z(n)

本不损失解码性能的情况下，大大减少了计算中

...
GF comp.

Path signal

的中间变量的个数。TP-Min-Max 为该工作提出

SUn

的解码算法，另两种主流解码算法 FB-Min-Max
和 FFT-BP 作为参照。新算法的复杂度远低于另

图 1. Path Constructor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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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一号”获得高分辨率全月 FeO 和 TiO2 分布图
本世纪人类掀起了新的探月热潮，体现国家

谱数据的定标极其困难，给科研人员使用该数据

综合实力、具有重大政治和科技影响的月球探测

带来了不便。提出了基于光谱特征的反射率归一

国际竞争十分激烈。一个国家探月数据成果产出

化相对定标方法，成功对 IIM 探测器进行了相对

的多少，对该国探月活动的形象有重要影响。中

定标。提出了交叉定标方法对量子效率较低的近

国 2007 年才首次开展月球探测，比美、俄晚了

红外波段进行绝对定标，提高了 IIM 数据的应用

半个世纪，比日本和欧空局起步也都晚几十年。

精度[1-2]。这些工作为用户使用 IIM 数据提供借

面对缺乏经验积累和数据定标等难题，地理与海

鉴。在前述定标工作的基础上，利用 IIM 数据产

洋科学学院吴昀昭副教授及课题组成员积极对

生了我国全月 FeO 和 TiO2 分布图（图 1），揭

我国探月数据开展分析研究，自主创新，利用嫦

示月海玄武岩 Fe 和 Ti 之间不寻常的钝角相关

娥一号数据绘制了高分辨率全月 FeO 和 TiO2 分

关系，以及月球高地的成分并不像过去认为的那

布图。

样均一（月球正面南半球高地比背面北半球高地

Fe 和 Ti 是月球两种重要的元素，一方面他

含 Fe 和 Ti 高 ） 。 成 果 发 表 在 Journal of

们记录了月球的历史信息，是研究月球起源与演

Geophysical Research 上，是目前嫦娥一号所

化的重要指标；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开发利用月球

有载荷在该刊物所发表的唯一文章。研究得到国

资源、建立月球基地所关注的重要目标。“嫦娥一

家自然科学基金（41172296）资助。

号”携带的干涉成像光谱仪（IIM）用于获取月球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吴昀昭）

的元素含量，然而受多种因素制约，干涉成像光
参考文献：
1） Y. Wu, B., Xue, B. Zhao , P. Lucey, J. Chen, X. Xu, C. Li, and Z. Ouyang J. Geophys. Res. 2012, 117, E02001,
doi:10.1029/2011JE003879.
2） Y. Wu, Y. Zhang, Y. Zou, J. Chen and X. Xu Planetary and Space Science 2010, 58(14), 1922.

图 1. 利用我国探月数据获得的全月 FeO（左）和 TiO2（右）分布 图(Wu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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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风尘钕同位素演化与青藏高原隆升
青藏高原抬升是地球上正在发生的重要构造事件，并影响区域以致全球气候。确定青藏高原抬升
历史可以帮助理解高原生长的动力学过程以及高原抬升的气候效应。大量证据表明高原南部和中部至
少在一千万前就达到了现代高度。虽然青藏高原北部的抬升对亚洲内陆干旱化进程、亚洲季风阶演化
至关重要，但对其抬升时间还存在较大争论，抬升模式也有突然抬升、渐变抬升等多种。
最近南京大学表生地球化学课题组提出亚洲风尘的钕同位素演化可以反演青藏高原北缘的抬升，
发现青藏高原北缘自 1500 万年以来就开始逐渐抬升。这是该研究组 2009 年以后，成果再度问鼎地
质学顶级期刊 Geology[1]。研究 发现亚洲风尘来自青藏高原北缘与中亚造山带之间的广袤干旱区，具
有二源性。由于中亚造山带和青藏高原北缘山脉物质钕同位素组成差别显著：中亚造山带平均钕同位
素值约-4.4，青藏高原北缘山脉平均钕同位素值约-12.3，风尘沉积的钕同位素组成可以记录源区物质
的二源性演化。研究利用北太平洋中部 LL44-GPC3 孔沉积物硅酸盐组分反演亚洲风尘的钕同位素演
化。数据表明，1500 万年以来亚洲风尘钕同位素值持续走低，反映源区青藏高原北缘相对于中亚造
山带物质剥蚀量增加（图 1）。青藏高原北缘相对中亚造山带剥蚀量增加与构造隆升有关，并可通过
构造抬升与物理剥蚀之间的关系算出青藏高原北缘 1500 万年以来抬升了约 1750 米。
该研究创造性地把北太平洋沉积物的化学组成与青藏高原抬升联系起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诠释
了青藏高原抬升历史，扩展了大洋沉积物的研究范围。文章成稿之后得到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项目
的资助。（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李高军）
参考文献：

1) G. Li, T. Pettke, and J. Chen Geology 2011, 39, 199.

图 1.亚洲风尘 Nd 同位素演化与青藏高原抬升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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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分析中心通过国家级实验室资质认定（计量认证）
现场复查评审
受国家认监委委托，4 月 25 日、26 日，由

力和本次新增扩项检测项目进行了现场样品考

清华大学朱永法教授任组长，江苏省技术监督局

核。本次评审通过对中心的仪器设备和环境资

谢亚东处长、北京师范大学李崧教授、中山大学

源、人力资源、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情况等的全面

张堃高级工程师组成的国家计量认证高校评审

审核，进一步确认了中心具备与检测工作相适应

组对南京大学现代分析中心进行了国家级实验

的测 试能力和可靠性，具有为社会提供公正、

室资质认定（计量认证）现场复查评审。南京大

科学、准确数据的条件和资格。现场评审通过了

学副校长潘毅，科技处、国资处负责人等出席评

中心申请的物质鉴定、药品分析、化工品分析、

审会。

印刷品分析、环境分析等五大类 35 项参数的检

潘毅副校长对现代分析中心作为学校大型

测能力。（现代分析中心）

科学仪器公共服务测试平台长期以来为学校科
学研究、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给
予充分肯定，并阐述了实验室 资质认定（计量
认证）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心全体教职员
工要高度重视、积极配合，全力参与到整个质量
体系的建设和规范之中。希望中心在今后的工作
中，树立高质量高水平服务意识，紧紧围绕创建
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锐意进取、大胆改革、拓
宽思路，积极主动地探索与学科共建实验室的工
作模式。通过“以评促建、以评促改”，规范实验
室平台的检测工作，提高检测能力、检测水平和
服务质量；为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提供公正、
科学、准确的数据。
评审组专家对涉及中心质量体系和质量活
动的全部要素进行了全面审查，还实地走访了各
个实验室，召开中心老师座谈会，对中心检测能
11

科学发展

我校陈泽智教授喜获第七届“发明创业奖”
由中国发明协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科技日报社、中国知识产权报社共同主办的第
七届“发明创业奖”颁奖典礼于近日举行。我校环境学院陈泽智教授荣获本届发明创业奖。这是我校教
师第四次获此殊荣。
陈泽智教授针对我国的垃圾填埋气、煤层气、沼气等生物质气体利用领域的发展需求，经过多年
的研究，开发出了系统化的净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技术，包括高效收集技术、预处理净化技术、湿式
催化氧化脱硫技术、深冷式和吸附式微量挥发性有机组分净化技术、脱碳及提纯甲烷技术、封闭式火
炬燃烧技术、能量多联供技术、辅助燃烧利用技术以及碳减排计量技术等。研发技术已在企业转化为
多种类型的科技产品，填补了多项国内空白，替代了国外进口产品，实现了产业化推广，在国内外七
十余个工程项目中得到应用，为上述行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做出了贡献。
“发明创业奖”是经国家奖励办批准，由中国发明协会在 2005 年设立的奖项，主要奖励有重要技
术发明和创新，有自主知识产权并在产业化应用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发明人。经各省市发明协会等单
位推荐和自荐、专家评选、网上公示、中国发明协会常务理事会核准，共有 50 人获得本届发明创业
奖，10 人获发明创业奖特等奖。（科学技术处 华晔）

南京大学召开政产学研合作贡献奖评审会
5 月 3 日下午，南京大学政产学研合作贡献奖评审会在北大楼 211 会议室召开，洪银兴书记到会
并做了重要讲话。会议由南京大学潘毅副校长主持，党委书记洪银兴、党委副书记任利剑、副校长杨
忠、校长助理李成等学校领导及南京大学服务地方领导小组成员作为评审专家出席会议。南京大学宜
兴环保研究院等 14 个南京大学与地方政府合作共建的研究院参加了本次评审，在听取了 14 位院长
对研究院建设进展、工作成效、优势项目及发展规划等内容的汇报后，评审专家组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与评审。
最后，洪书记做了总结讲话，肯定了南京大学各政产学研平台的工作和成绩，同时对平台的进一
步发展提出建议：一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加强平台自我积累和自我造血能力；二是培育标志性成果，
继续推进平台各项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进程；三是加强孵化功能，优化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平台的孵化
作用。(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范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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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举行迎接“4.26 世界知识产权日”系列活动
南京市知识产权局、鼓楼区政府、南京工业大学主办，

为迎接第十二个“4.26 世界知识产权日”，我校科技
处举办了一系列知识产权宣传活动。

我校组织展出新材料、电子信息、资源环境等多领域专

一、仙林高校知识产权联盟与迈皋桥街道企业对接会

利成果 30 项，并作为四家高校代表之一在会上作了关
于南京大学专利和科技成果的展示推介。各区县科技

4 月 19 日，科技处工作人员参加了栖霞区科技局
召开的仙林高校知识产权联盟与迈皋桥街道企业对接

局、知识产权局、高校、科研院所、知识产权中介机构，

会，介绍了近年来学校在知识产权方面的情况，与企业

企业等共计 400 余人出席并参加了此次活动。

进行了交流沟通。仙林高校知识产权联盟是在栖霞区知

六、仙林校区知识产权专题讲座

识产权局的倡导下，南京大学与南京邮电大学、南京师

4 月 26 日晚，科技处和法学院联合在南京大学仙

范大学等七所高校于 2011 年共同成立，联盟的主要任

林校区举办了知识产权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的主讲人是

务是促进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加强高校与区

法学院吕炳斌老师，吕老师从知识产权在社会发展中的

内企业的产学研合作，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重要意义、知识产权热点案例评析和大学生创新创业中

二、知识产权法知识竞赛

的知识产权三个方面深入浅出地阐述了知识产权方面
的知识，让学生们获益匪浅。

4 月 23 日，科技处和法学院在仙林校区模拟法庭

七、鼓楼校区知识产权专题讲座

举办了学生知识产权法知识竞赛，比赛精彩纷呈。
三、“天才创新家”事迹展览

4 月 27 日，科技处、法学院和现代工程与应用科

4 月 23-27 日，为呼应本次世界知识产权日的主题

学学院在鼓楼校区逸夫馆联合举办了一场名为“国外专

——“天才创新家”（Visionary Innovators），科技处和

利申请、知识产权保护和成果转化的关键事项”的讲座。

法学院特别制作了二十张关于“天才创新家”生平事迹、

讲座由美国著名知识产权法律师李兆阳博士主讲，

知识产权制度史上的重大事件等内容的展板，在仙林校

科技处周元副处长主持，各院系近百名师生参加了讲

区在杜厦图书馆二楼大厅进行展览，以供师生们浏览观

座。讲座上，李博士以案例为载体详细介绍了美国专利

看。

系统的特点，并就实际情况给出了相应的申请策略建

四、仙林校区知识产权广场咨询活动

议。讲座气氛热烈，与会师生就美国专利申请等问题与

4 月 25 日，科技处、法学院实践教学中心联合栖

李博士展开了积极互动。

霞区知识产权局、南京仙林地区高校知识产权联盟、南

李兆阳博士现任国际律师事务所 Squire Sanders

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栖霞分局在仙林校区杜厦图书馆

(US) LLP 合伙人、中美知识产权法学会创会理事长，

共同举办了知识产权广场咨询活动。活动由长风社、知

有深度的知识产权法律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他曾是

行社承办。活动中，专家们热情为同学们答疑解惑，普

美国法院、国务院、香港等多个地区的多家机关机构的

及知识产权知识，现场气氛活跃。

知识产权特邀专家，在同行中有很高的声望，是国际知

五、2012 年南京专利集市暨鼓楼区科技成果展示洽谈

名的知识产权法专家。（科学技术处 华晔）

会
4 月 26 日，“2012 年南京专利集市暨鼓楼区科技成
果展示洽谈会” 在南京科技广场隆重举行。这次活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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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顶级科学期刊精选
《Nature Geoscience》杂志精选：喀喇昆仑山冰川近年来未减反增
全球变暖导致冰川消融是近年来引人关注的问题，

研究人员说，还不清楚喀喇昆仑山地区冰川不减反

但 4 月 15 日发布在英国《Nature Geoscience》杂志的

增的原因。这方面有诸多理论，比如有人认为，这一地

一项研究指出，喀喇昆仑山地区的冰川近 10 年来不但

区经常雪崩，导致在冰川上形成一个碎石层，它起到了

没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出现了与全球冰川消融大趋势

隔热作用，使得冰川不易受气候变暖的影响；还有研究

不一致的现象。

认为，虽然全球总体在变暖，但喀喇昆仑山地区夏天的

据报告介绍，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

平均温度却在下降，另一方面冬天的降水又在增多，两

利用卫星从太空观测的数据，分析了位于中国与巴基斯

者结合就导致冰川的增加。

坦边境上的喀喇昆仑山部分地区的冰川情况，经计算后

喀喇昆仑山位于中国和巴基斯坦、印度等国的边境

发现，在 1999 年到 2008 年间，这一地区的冰川厚度

上，是冰川发达的高大山脉，拥有世界第二高峰。这一

呈增加趋势，平均每年增长约 11 厘米。

地区由于地理条件恶劣，研究人员长期无法获取对冰川

这一现象与全球变暖背景下大多数冰川在逐渐消

的观测数据，此前利用卫星图像开展的研究发现，当地

融的大趋势并不一致，比如在拥有全球最大数量冰川的

冰川覆盖面积近年来有所扩大，但由于没有确定冰川厚

南极洲和格陵兰岛，冰川边界的日渐退缩已被科学观测

度的变化，还不能单从面积定论冰川的增减，这次研究

所证实，在与喀喇昆仑山相邻的喜马拉雅山，也有许多

有力地说明了喀喇昆仑山地区的冰川的确在增加。

地方的冰川在逐渐消融。

（新华网，2012 年 04 月 16 日）

《Nature Materials》杂志精选：科学家开发高度控制金属纳米结构方法
为了获得燃料电池中的催化剂和普通电池中的电

化合物和溶剂混合，可自组装出含纳米级蜂窝孔洞的二

极，工程师希望能制成多孔的金属薄膜，争取更大的表

氧化硅结构。研究人员所面临的挑战就是添加金属，以

面面积以进行化学反应，并保有较高的导电性。而后者

创造出导电的多孔结构。

一直是一项令人沮丧的挑战。现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开

论文第一作者、现任美国西北大学研究员的斯科

发出了一种新方法，可使多孔金属薄膜的导电性提高

特·沃伦解释说，在此前的实验中，他们发现添加少量金

1000 倍。这一技术同时为制成多种可应用于工程和医

属将破坏溶液形成凝胶的过程。而由于氨基酸分子的一

学领域的金属纳米结构开启了大门。相关研究报告发表

端对硅具有吸引力，另一端对金属具有吸引力，科研人

在近期出版的 《Nature Materials》杂志网络版上。

员萌生了利用氨基酸将金属原子和硅原子相连的想法，

康奈尔大学材料科学和工程系教授乌利希·威斯纳

这可避免由相位分离引发的金属薄膜自组装过程中断。

说，他们已经借助混合加热方法，实现了对于所产生材

基于上述途径能制造出更多的金属、硅碳纳米结

料的构成成分、纳米结构和导电性等功能的高水平控

构，并大幅提高其导电性。硅和碳可被移除，只留下金

制。新方法基于学界所熟悉的溶胶凝胶法，将一定的硅

属多孔结构。但硅—金属结构即使在高温下也能保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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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形态，这对于制造燃料电池十分有益。沃伦同时表

同样制造了填充金属的硅纳米粒子，小到可 被人类所

示，仅移除硅留下碳—金属络合物则提供了其他可能

摄入和吸收，这有望应用于生物医学领域。此外，威斯

性，包括可形成较大的孔洞等。

纳的团队还以制造出“康奈尔点”而闻名，其可将染料封

实验报告显示，新方法能被用于制造对构成成分和

装在硅纳米粒子中，因此溶胶凝胶工艺或也可应用于构

结构具高度控制水平的多种材料。科研团队几乎为元素

建包含光敏染料的太阳能电池中。（科技日报，2012

周期表中的每种金属都制造出了一种结构，配合其他化

年 04 月 05 日）

学过程，孔洞的尺寸可达到 10 纳米至 500 纳米。他们

《Science》杂志精选：气候变化导致南欧植物种类减少
近日发表在《Science》杂志的一篇文章显示，生

种种类一直在减少（平均减少 1.4 个物种）。相反，北

活在欧洲北部山顶的植物物种的丰富度正在上升，而南

部地区的海拔较高，这就导致该地区的物种丰富程度增

部欧洲山区的物种却同时在消失。

加（平均增加 3.9 个物种）。

奥地利科学院山脉研究所的 Harald Pauli 及其研究

研究人员通过数据分析提出，随着欧洲气候的持续

团队发现，平均来说，在过去 10 年中，欧洲山脉植物

变暖和干燥程度的增加，南部地区植物物种所受到的压

物种数量有所增加。Pauli 及其研究小组所做的工作是

力也越来越大。“地中海地区的山脉中地方性植物较为丰

一个计划勘察 66 座山峰的标 准监控网络项目的一部

富，气候变化对该地区水源的提供产生影响，继而南部

分，这些山峰跨越了欧洲所有主要的山系。从 2001 年

地区的植物物种在不断丧失。”Pauli 说。同时研究还显

开始，他们就对生长在欧洲主要山脉上的所有维管束植

示，欧洲的植物物种会通过向更高海拔地区移动来“回

物进行了记录，而后在 2008 年又再次作了记录。

应”气候变化。(中国科学报，2012 年 04 月 27 日）。

研究人员在文章中指出，在最近几年里，欧洲南部
山脉——例如那些在地中海地区的山脉——的植物物

《Nature》杂志精选：电子可分裂为自旋子和轨道子
一个由瑞士保罗·谢尔研究所实验物理学家和德国

学家将电子空穴和自旋子分开，自旋和轨道这两种性质

德累斯顿固体和材料研究所理论物理学家领导的国际

伴随着每一个电子。

研究小组通过实验发现，一个电子分裂成两个独立的准

然而，新实验观察到这两种性质分开了——电子衰

粒子：自旋子和轨道子。这一结果发表在最近的

变为两个不同部分，各自携带电子的部分属性：一个是

《Nature》杂志上。

自旋子，具有电子的旋转属性；另一个是轨道子，具有

以往人们认为电子是一种基本粒子，无法分裂为更

电子绕核运动的属性，但这些新粒子都无法离开它们的

小部分。上世纪 80 年代，物理学家预言，电子以原子

物质材料。

的一维链形式存在，可以分裂成 3 个准粒子：空穴子携

研究人员用瑞士光源的 X 射线对一种叫做 Sr2CuO3

带电子电荷，自旋子携带旋转属性（一种与磁性有关的

的锶铜氧化物进行照射，让其中铜原子的电子跃迁到高

内在量子性质），轨道子携带轨道位。1996 年，物理

能轨道，相应电子绕核运动的速度也就越高。他们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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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被 X 射线激发后分裂为两部分：一个是轨道子，产

完全不同的方向运动。这是因为它们被限制在材料中

生轨道能量；另一个是自旋子，携带电子的自旋性及其

时，性质就像波。当被激发时，波分裂为多个，每个携

他性质。Sr2CuO3 有着特殊性质，材料中的粒子会被限

带电子的不同特征，但它们不能在材料以外独立存在。”

制只能以一个方向运动，向前或向后。通过比较 X 射线

观察到电子分裂将对一些前沿领域产生重要影响，

照射材料前后的能量与动量的变换，可以追踪分析新生

如高温超导和量子计算机。Sr2CuO3 中的电子和铜基超

粒子的性质。

导材料中的电子有着相似的性质，该研究为高温超导研
究提供了一条新途径。此外，研究轨道子有助于开发量

实验小组领导托斯登·施密特说：“这些实验不仅需
要很强的 X 射线，把能量收缩在极狭窄范围，才能对铜

子计算机。“同时用自旋子和轨道子来编码和操控信息，

原子的电子产生影响，还要有极高精度的 X 射线探测

这可能是未来发展的方向。”英国牛津大学物理学家安德

仪。”

鲁·波斯罗伊德说，“量子计算机的一个主要障碍是量子

“这是首次观察到电子分成了独立的自旋子和轨道

效应会在完成计算之前被破坏。而轨道子的跃迁速度只

子。现在我们知道了怎样找到它们。下一步是同时产生

要几飞秒（1 飞秒=10 的负 15 次方秒），这样的速度为

出空穴子、自旋子和轨道子来。”理论小组领导杰罗恩·范

制造现实量子计算机带来了更多机会。” （科技日报，

德·布林克说，“在材料中，这些准粒子能以不同的速度、

2012 年 0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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