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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338, DOI: 10.1038/nature13820,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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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人工微结构科学不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入
选 2014 年度 2011 协同创新中心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在刚刚揭晓的 2014 年‚2011 协同创新中心‛名单中，南京大学牵头的‚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荣列榜
首。至此，在获国家认定的 38 个 2011 协同创新中心里，我校牵头建设的 2 个，作为核心协同单位参与建设的 2 个，协
同创新工作走在全国高校前列。
今年全国高校共推荐 203 家协同创新中心参与认定，经初审、答辩、现场考察和专家咨询等环节，教育部、财政部最终
认定其中 24 家为‚2011 协同创新中心‛。面对强手如林的激烈竞争，‚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以全 A
的成绩通过专家咨询，名列理工农医科类协同创新中心第一名。这是继去年‚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位列文科类
协同创新中心第一名之后，我校连续第二次在认定中取得优异成绩。
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由南京大学牵头，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
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参与。
中心各协同单位均是我国人工微结构研究的重要基地，物理学科评估名列前茅，集中了南京微结构国家实验室、南京大
学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等 5 个国家级科研平台。中心汇集了一大批国内人工微结构领域的重要学术带头人，
包括中科院院士 16 人、长江学者 32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45 人。
作为面向科学前沿的协同创新中心，‚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针对后摩尔时代和后化石能源时代人类信
息与能源材料及技术的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围绕国家在未来信息和能源发展中的重大需求和国家目标，突出发展人
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围绕微结构材料的设计、制备、性质及其应用等重大科学问题与技术关键，通过若干一流研究集
体的高效协同，基于物理、化学、材料、电子等学科的交叉，着重在不同层次微结构物质科学和量子调控方面开展原始
创新工作，在科学上以实现信息载体和能源材料从经典电子流和光子流向量子态转变的学科前沿为核心，在应用上辐射
到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及国防需求，为发展新一代全固态集成信息载体和新型能源材料提供关键的物理、材料和技术
基础。
据悉，‚2011 计划‛全称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是继‚985 工程‛、‚211 工程‛之后，我国在高等教育系统又
一项体现国家意志的重大战略举措，由教育部和财政部组织实施。计划在全国设立 80 个协同创新中心，包含科学前沿、
文化传承、行业产业和区域发展等四大类，旨在以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为载体，突破高校内外部机制体制壁垒，释放人
才和资源等创新要素的活力，提升高校的科研领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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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获得江苏省科技厅各类科技项目情况通报(二)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华晔
科技支撑计划（工业）
江苏省科技支撑计划（工业）旨在围绕《江苏省‚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和科技创新工程实施方案，推进战略高
技术部署和前瞻性新兴产业发展，着力加强前沿先导技术、关键共性技术和重要技术标准研究，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核心技术，培育创新型企业集群，为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与技术储备。南京大学申报 10 项，批准 2
项，经费为 130 万元。
经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项目负责人

完成时间

BE2014130

高性能稀土（铈基）储氧材料创制及其在机劢车

现代分析中心

董林

80

2017

BE2014131

大数据幵行化分析计算统一编程框架与软件平台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黄宜华

50

2017

（万元）

尾气催化净化中的研究与应用
合计

130

科技支撑计划（社会发展）
江苏省科技支撑计划（社会发展）旨在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科技需求，积极推进民生科技示范工程实
施，着力突破生物技术和新医药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加快民生领域的科技创新，为建设美丽江苏提供科技支撑。南京
大学申报 5 项，批准 1 项，经费为 35 万元。
项目编号
BE2014705

项目名称
芜申运河所经古中江流域文化遗产与现代可持
续利用研究

单位

项目负责人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朱诚

经费
（万元）

完成时间

35

合计

2017

35

临床医学科技专项项目（新型临床诊疗技术攻关）
临床医学科技专项项目（新型临床诊疗技术攻关）旨在针对危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常见病、多发病，围绕重点人
群、重点区域、重点环节，开展疾病分子诊断、免疫诊断、个体化诊疗等专项诊疗关键技术研究和攻关，创新临床诊疗
专项技术方法，攻克一批诊断、治疗、康复的临床应用新技术并转化为诊疗技术指南，有效解决临床实际问题和优化医
疗服务模式，形成我省相关临床领域的技术特色和人才优势。南京大学申报 1 项并获批，经费为 50 万元。
项目编号
BL2014069
合计

项目名称
无细胞治疗的新技术—MSC 来源微囊泡的作用机制及其在子痫前期
中的应用前景评估

单位

项目
负责人

经费
（万元）

完成
时间

医学院

侯亚义

50

2017

50

科技信息 2014 年第 11 期（总第 209 期）

4

产学研联合创新资金项目（前瞻性联合研究项目）
产学研联合创新资金项目（前瞻性联合研究项目）旨在围绕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拓展科技创新工程、建设创新
型省份的总体要求，大力引导支持各类创新资源加快向基层和企业集聚，完善技术转移体系，推动区域和企业创新能力
提升。南京大学申报 10 项，批准 3 项，经费为 145 万元。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项目负责人

经费

完成时间

（万元）
BY2014126-01
BY2014126-02
BY2014126-03

面向交通物流的北斗时空信息智能服务系统
面向高级量测体系的多模异构网络互联融合技
术研究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嵌入式控制软件测试关键
技术研究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季晓勇

100

2016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健

30

2016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陈鑫

15

2016

合计

145

校外平台所获项目
2014 年度通过学校科技处、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与各政产学研用合作平台的紧密配合、统筹协调，校外平台共获得各
类科技项目 16 项，总经费 525 万元，其中：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2 项，获批经费 40 万元；自然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5 项，获批经费 50 万元；科技支撑计划(工业)项目 2 项，获批经费 160 万元；科技支撑计划(社会发展)项
目 1 项，获批经费 100 万元；江苏省临床医学科技专项项目 2 项，获批经费 100 万元；产学研联合创新资金项目（前瞻
性联合研究项目）4 项，获批经费 75 万元。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项目负责人

经费

完成时间

（万元）
BK20140413

利用高光谱遥感技术劢态监测张家港市农业土

南京大学（苏州）高新技

壤重金属元素分布状况

术研究院

面向 ROF 系统的单片集成注入锁定 DFB 激光

南京大学（苏州）高新技

器技术研究

术研究院

新型季鏻盐离子液晶的分子设计及其模板制备

南京大学（苏州）高新技

研究

术研究院

地铁振劢环境中各向异性砂土工程性质演化多

南京大学（苏州）高新技

尺度研究

术研究院

程序响应、靶向高分子纳米药物载体的制备及

南京大学（苏州）高新技

应用

术研究院

高强度高塑性微纳米多重孪晶金属的结构与性

南通南京大学材料工程技

能研究

术研究院

BK20141233

基于敏化太阳能电池应用的过渡金属酰亚胺类

BE2014087

自我修复型芳纶纤维复合材料光缆增强芯

BK20140414
BK20141223
BK20141224
BK20141225
BK20141234

孙政国

20

2017

张云山

20

2017

马科锋

10

2017

张巍

10

2017

胡勇

10

2017

操振华

10

2017

南京大学昆山创新研究院

于振涛

10

2017

南通南京大学材料工程技

任华

80

2017

朱天松

80

2017

络合物光敏材料的设计与合成
术研究院
BE2014095
BE2014616

对苯二甲酸二甲酯加氢制备 1，4-环己烷二甲

南京大学连云港高新技术

酸二甲酯和 1，4-环己烷二甲醇技术开发

研究院

Fenton-MBBR-MBR 耦合工艺在 PU 合成革

南京大学宜兴环保研究院

王庆

100

2017

南京大学（苏州）高新技

易龙

50

2017

废水深度脱氮中的关键技术研发与示范工程
BL2014053

在原发性自发性气胸病人中筛查和鉴定 BHD

科技信息 2014 年第 11 期（总第 209 期）

BL2014054
BY2014087
BY2014088
BY2014106
BY201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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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征的诊断策略

术研究院

谷氨酰胺酶在肝细胞癌诊断及预后中的临床应

南京大学（苏州）高新技

用研究

术研究院

高硫汽油脱硫生产国Ⅴ超低硫清洁汽油的技术

南京大学连云港高新技术

研究

研究院

汽车废旧滤清器回收中除尘灰制备活性炭及其

南京大学连云港高新技术

改性研究

研究院

降血脂药物他汀类产品关键中间体 J6 合成研

南京大学淮安高新技术研

究

究院

基于劢态膜分离的 PVA 退浆废水预处理技术

南京大学盐城环保技术与

开发与应用

工程研究院

合计

魏继武

50

2017

姜红来

30

2016

骆银

15

2016

沈洪春

15

2016

李大伟

15

2016

525

我校环境学院任洪强教授获 2014 年度何梁何利科技
创新奖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2014 年 10 月 29 日，何梁何利基金 2014 年度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本年度共有 52 名科技工作者获得奖励，其中‚科学
与技术成就奖‛2 人，‚科学与技术进步奖‛36 人，‚科学与技术创新奖‛14 人。我校环境学院任洪强教授获‚科学与
技术创新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
部长万钢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人颁奖。
任洪强为我校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
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任教授主要从事工业园区废水处理成套技术装备、低浓度恶臭气体净化生物强化成套
技术和多元废弃有机质工业沼气成套技术与装备的研发工作，先后主持国家 863 高技术研究计划重点课题、国家水专项
课题、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专项、江苏省重大科技支撑项目等多项科研项目，曾两次荣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中国石油与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和二等
奖各一次。
何梁何利基金由香港爱国金融家何善衡、梁銶琚、何添、利国伟于 1994 年创立，旨在奖励中国杰出科学家，促进祖国科
学技术进步与创新。今年是该基金成立 20 周年，20 年来该基金共表彰和奖励了 1100 位杰出科学技术工作者。我校共有
19 位教授先后获何梁何利奖，获奖人数位居全国高校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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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AEARU）第四届科技园
研讨会 暨南京大学-鼓楼高校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研讨会
在我校丼行
撰稿人：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2014 年 11 月 1 日，2014 年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AEARU）第四届科技园研讨会暨南京大学-鼓楼高校国家大学科技园
发展研讨会在我校举行。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大学科技园与大学生创新创业、大学科技园与科技成果转化、大学科技园间
的国际合作。有来自国家教育部、AEARU 成员学校、江苏省教育厅、南京市鼓楼区、南京大学-鼓楼高校国家大学科技
园理事会成员高校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南京大学校长助理李成教授、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强主持，副校长
潘毅教授代表南京大学致欢迎辞。
国家教育部科技司董维国处长做专题报告，为代表们阐述了中国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发展历程、建设成就以及未来的发展
思路。从国家战略发展规划的角度为各地大学科技园指明了发展方向。江苏省教育厅殷翔文副厅长在讲话中介绍了江苏
省大学科技园的发展状况，目前我省共有 15 家国家级大学科技园，位列全国第一。大学科技园已成为助推江苏经济发展
的‚新引擎‛，在服务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型省份建设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南京市鼓楼区政府党组成员、南京
市鼓楼区紫金科技创业特别社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徐丽女士则着重强调大学科技园发展至今，已经到了转型发展的关键
阶段，尤其是南京大学-鼓楼高校国家大学科技园以特殊阶段以其独特的模式创造了国内大学科技园建设的辉煌。面向未
来必须以创新的合作方式、创新的发展模式迎接明天的挑战。李成校长助理介绍了我校大学科技园的发展情况。
东亚研究型大学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简称 AEARU）成立于 1996 年 1 月，目前拥
有中国内地、港台及日本韩国等共 17 所成员学校，南京大学于 2001 年加入该协会。此次科技园研讨会的举办，旨在充
分发挥亚东高水平大学的优势创新能力，探索科技服务产业发展的创新思路，并就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展开协作与交流。
日本筑波大学副校长、Benton 教授在报告中介绍了日本筑波大学科学城发展情况，以及日本国科技与产业界的相互促
进、共同发展的成功案例。来自日本大坂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南京工业大学的科技园
高管以及创业学生代也纷纷就科技园建设发展和大学生创新创业提出了创新的观点。南京大学-鼓楼高校国家大学科技园
‚九校一府‛各成员单位代表就科技园的未来发展深入交流，谏言献策。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陈骏教授，作为 AEARU 现任理事长到会并与代表们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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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授予黄润秋博士兼职教授
撰稿人：地球科学不工程学院
2014 年 10 月 12 日，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成都理
工大学副校长黄润秋教授受聘为南京大学兼职教授。授
聘仪式在我校仙林校区朱共山楼举行，潘毅副校长出席
了授聘仪式并向黄教授颁发聘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汝成院长主持了授聘仪式，施斌教授介绍了黄润秋教
授的工作成就。
黄润秋教授长期从事边坡稳定性工程地质和地质灾害防
治研究。20 余年来, 黄教授扎根西部,理论与工程实践相
结合,在传统‚刚体极限平衡‛边坡稳定性分析方法基础
上,发展了基于‚变形理论‛的高边坡稳定性评价及重大
地质灾害预测和控制新理论；在高边坡应力状态与深部
破裂成因、时效变形机理及稳定性评价和预测等关键环
节做出了创新性贡献。黄教授发表论文 200 余篇,其中
SCI 论文 60 余篇, 2 篇发表于《Nature Geoscience》 ；
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列第一), 省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 8 项(4 项列第一), 国家发明专利 8 项；2012 年获日本滑坡学
会‚国际奖‛。黄润秋教授是国家级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
实验室主任,中国地质学会工程地质专业委员会主任,国际工程地质与环境协会(IAEG)副主席。
授聘仪式后，黄教授结合自己的经历畅谈了如何学地质、做科研，并勉励青年师生刻苦学习、奋发进取。黄教授的精彩
演说博得了在场师生们的阵阵掌声。他的加入必将对南京大学地质工程学科的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我校环境学院栾景飞副教授荣获第十六届中国与利优
秀奖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虞斌
根据《中国专利奖评奖办法》，第十六届中国专利奖共评选出中国专利金奖获奖项目 20 项，中国外观设计金奖获奖项目
5 项，中国专利优秀奖获奖项目 408 项，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获奖项目 64 项。其中我校环境学院栾景飞副教授的中国专
利‚太阳能电池的制备方法（ZL200610040056.5）‛，被评为中国专利优秀奖。‚中国专利奖‛是我国唯一的专门对授
予专利权的发明创造给予奖励的政府部门奖，得到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认可，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中
国专利奖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1989 年设立，目前已评选了十五届，2009 年第十一届起，中国专利奖评选周期将由二年
一届改为一年一届。评奖标准不仅强调项目的专利技术水平和创新高度，也注重其在市场转化过程中的运用情况，同时
还对其保护状况和管理情况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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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两项与利入选 2013 年度江苏省百件优质发
明与利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虞斌
为贯彻落实江苏省知识产权战略，激励广大企事业单位和
个人发明创造，促进专利产出质量提升，推动专利技术转
化实施，江苏省发明协会组织专家根据专利技术的创新难
度、权利要求保护范围、同族专利布局、专利权利要求的
稳定性、专利技术适用范围等评审指标，从全省 2013 年
度授权的 16790 件发明专利中遴选出 100 件优质发明专

利。其中我校环境学院的两项专利‚邻苯二甲酸二酯类增
塑剂水解酶（ZL201310008487.3）‛以及‚核-壳结构的
磁性颗粒光催化剂、制备及应用（ZL200910264190.7）‛
光荣入选。

我校何炳生教授获中国运筹学会科学技术奖运筹
研究奖
撰稿人：数学系
日前，中国运筹学会 2014 全国学术交流年会颁发了中国运筹学会科学技术奖终身成就奖及运筹研究奖，我校数学系何炳
生教授喜获运筹研究奖，成为此类奖项中国内地高校第一位获奖者。
中国运筹学会是华罗庚教授生前亲自创办并担任首届理事长的一级学会。学会自 2008 年起设立科学技术奖，两年评一
次。前三次获奖者分别是名誉理事长中科院越民义研究员、香港理工大学祁力群讲座教授和名誉理事长中科院章祥荪研
究员。2014 年初，中国运筹学会常务理事会决定，在中国运筹学会科学技术奖内分设终身成就奖和运筹研究奖。此次终
身成就奖授予中科院韩继业研究员，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何炳生和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洪流获运筹研究奖，随后，何
炳生教授在大会上报告了获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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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功能晶体癿结构、性能和制备过程研究” 项目结题
撰稿人：物理学院
日前，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项目‚光
电功能晶体的结构、性能和制备过程研究‛课题结题总结
会议在南京召开，项目承担单位南京大学副校长潘毅出席
会议并讲话。由 973 顾问组专家、973 咨询组专家、项目
专家组成员、特邀同行专家等组成的课题验收专家组，以
及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山东大学、中
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等
单位的 20 多位项目组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项目首席
科学家、南京大学王牧教授主持。

Appl. Phys. Lett. 44 篇；出版专著 2 部；获授权专利 46
项。

王牧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科技部对课题验收的有关规定以
及验收会议的主要议程。随后，六个课题负责人分别就各
课题的完成情况做了详细汇报。

专家组指出，该项目研制的 KBBF 族晶体是我国唯一对
欧美实行出口限制（禁运）的高技术产品，促进了我国尖
端仪器项目的研制和相关材料科学及凝聚态物理学的发
展。该项目以光电功能晶体研究为中心，各课题的研究密
切关联、高度配合，很好地传承了前两期项目的特色和创
新体系，形成了一条相对完整的从晶体生长机理基础研
究、到晶体生长和应用评估的创新链。专家组以深紫外晶
体为例，认为本项目各课题的研究成果，带动了我国以产
业为背景和以前沿为背景的大型科学仪器的研制工作，具
有深远的影响。

本项目运行以来，项目组成员立足于 973 这个平台，在前
两期 973 项目的基础上，从新型光电功能晶体、微结构光
电功能材料和光电功能薄膜与异质结构三个层面上，深入
开展了课题研究。项目组发表论文总计 503 篇，其中
Nature Photonics 和 Nature Communications 各 1 篇，
Phys. Rev. Lett. 13 篇，Phys. Rev. X 1 篇，Phys. Rev. B
等系列 15 篇，Adv. Mater. 5 篇，Angew. Chem. 2 篇，

专家组一致认为，项目运行状态良好，各课题均按期保质
保量地完成了研究任务，取得了优秀的研究成果；项目组
成员保持了严谨的学风、浓厚的学术氛围、良好的合作精
神。希望大家继续开拓思路、深入合作，在相关研究方面
取得更大的成果，使中国的光电功能晶体的研究继续保持
国际先进水平，并取得新的突破。

“仿生分子识别技术在生物医学应用癿基础研究”项目结题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近日，由我校鞠熀先教授为首席科学家的‚仿生分子识别技术在生物医学应用的基础研究‛项目在宁召开课题验收会，
科技部基础研究管理中心孟庆权博士，南京大学副校长潘毅、科学技术处负责人和项目组骨干成员出席会议。南京大学
科学技术处副处长姜田主持开幕式。
课题验收专家组由首席科学家任组长，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叶朝辉院士（原项目责任专家）、中国科学院大连
化学物理研究所张玉奎院士（项目责任专家）、南京大学陈洪渊院士（项目专家组成员）任副组长，专家组成员为来自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深圳大学、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化学部、山东师范大学、南京军
区总医院、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的著名专家学者。
潘毅副校长代表项目承担单位南京大学致辞，对该项目实施 5 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和为南京大学在基地建设、学科发展、
国家重点实验室成长等方面所作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和肯定，对科技部与项目专家的支持表示感谢。
孟庆权博士解读了国家对 973 计划项目结题验收的细则。
会上，项目首席科学家鞠熀先教授介绍了项目执行的基本情况，5 个课题的组长分别汇报了所承担课题的任务完成情
况、研究成果的水平及创新性、课题对项目总体目标的贡献、研究队伍创新能力、人才培养情况、数据共享与资料归
档、经费使用情况等。据介绍，项目发表 SCI 论文 500 多篇，其中在 JACS 与 Angew. Chem.发表论文 18 篇，被 SCI 刊
物他引 8700 多次，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95 件，获 49 件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与 2 件软件著作权，以及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4
项、二等奖 7 项，培养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5 人、优青 3 人、万人计划与长江学者各 1 人。专家组通过现场听
取汇报，对各课题进行了现场评议，对各课题在各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并对项目的成果总结、项目汇报及发展方
向作了具体指导，提出了更高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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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原初气体可能无法有效形成恒星
撰稿人：天文不空间科学学院

130 亿年前的早期宇宙, 气体由氢和氦两种元素组成，没有或只含有少量的更重元素（天文上统称为金属元素）。我校青
年千人计划入选者施勇教授领导的国际团队所做的最新天文观测表明这类气体无法有效地形成恒星，该结果于 2014 年
10 月 16 日发表于英国《自然》。（http://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v514/n7522/full/nature13820.html）。
宇宙大爆炸之后的气体由氢和氦两种元素组成，随着宇宙空间膨胀而逐渐冷却，在大约 130 亿年前，开始坍缩形成宇宙
第一代和第二代恒星。这些恒星内部剧烈的核聚变反应把氢和氦合成其他更重的元素，如碳和氧等，部分重元素通过恒
星风和超新星爆发返回到气体中，使得气体中的重元素含量逐渐增加。发生在富含金属元素气体中的恒星形成是邻近宇
宙中（包括我们银河系）新恒星诞生的主要途径。各种理论模型预测贫金属条件下恒星形成的效率（即单位质量气体在
单位时间内只有较少一部分才能转化成恒星）不同于富含金属丰度下的恒星形成效率。然而这些理论预测一直缺乏有效
的天文观测来证实。
星系 Sextans A（如图 1 所示）和 ESO 146-G14 是两个临近的恒星形成星系，它们的氧丰度只有太阳丰度的 7%和 9%，
是临近宇宙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具有如此低金属丰度的星系。研究团队利用欧洲航空航天局的赫歇尔红外空间望远镜获得
了两个星系空间分解的红外图像，基于这些红外图像计算出了两个星系中七个恒星形成区域所包含的气体质量。 结合恒
星形成率的测量，研究团队发现这些恒星形成区域单位质量气体在单位时间内能形成的新恒星质量远低于类银河系星系
所观测的（如图 2 所示）。
本论文的作者包括我校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施勇教授（通讯作者），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 Lee Armus 研究员和 George
Helou 教授，美国弗吉尼亚大学 Sabrina Stierwalt 博士，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高煜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
王均智研究员，英国爱丁堡大学张智昱博士和南京大学顾秋生教授。本工作致谢中央组织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南京
大学和中科院的支持。

图 1：星系 Sextans A 癿多波段图像：蓝色
部分代表癿 Very Large Array 射电望进镜所
探测到癿氢原子质量分布，绿色是 GALEX 卫
星所探测癿来自大质量恒星癿紫外发射，红色
代表癿是 Herschel 红外望进镜所探测到癿来
自尘埃癿红外发射（图由斲勇制作和提供）。

图 2：恒星形成率（单位时间内形成癿恒星质量）
对气体质量癿二维图。橘黄色-白色区域是类银河系
在图上癿分布，七个绿色癿球代表论文中两个星系
七个恒星形成区在该图癿分布。最右边癿双向箭头
长度代表了恒星形成率 10 倍癿变化（图由斲勇制作
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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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访谈—不 Nature 论文作者斲勇教授面对面
斲勇教授简介：
男 ， 1980 年 11 月
生，南京大学天文与
空间科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国家青
年千人计划入选者。
2008 年 8 月于美国
亚利桑那大学天文系
获得天文博士学位，
2008 年 8 月至 2009
年 8 月在亚利桑那大
学继续博士后工作一
年，2009 年 9 月至
2013 年 2 月在美国
加州理工学院从事博
士后研究，2013 年 3
月入职南京大学。成
功主持过美国宇航局空间望远镜（Spitzer 红外空间望远
镜和 Herschel 远红外空间望远镜）观测项目共四项，以
及国内外各个波段上地基望远镜观测项目十几项。目前正
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一项，同时是‚中科院
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B 类）：宇宙结构起源－从银河系
的精细刻画到深场宇宙的统计描述‛的骨干成员。

该研究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人类是由已经灭绝的古猿演化而来的观点已被大众所熟
知，但远古时期恒星怎样形成，很多人并不清楚。南京大
学施勇教授所领衔的国际团队公布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
化石星系中的恒星极难形成。该项成果暗示了 130 亿年前
宇宙原初气体可能无法有效形成新恒星，也就是说远古时
期恒星的‚出生率‛极低。
施勇教授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解释此项研究成果：如果
恒星是‚新生儿‛，恒星形成气体是‚父母‛，1 年时间
内，100 对‚父母‛可以‚生育‛100 个‚孩子‛，但在
远古时期，100 对‚父母‛只能‚生育‛1 个‚孩子‛。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么低癿恒星“出
生率”呢？

施勇教授介绍到，在宇宙大爆炸的 5 亿年后才首次出现了
恒星的‚婴儿潮‛，也就是约 130 亿年前，由宇宙大爆炸
后形成的氢、氦元素组成的原初气体开始形成第一代恒
星。后继恒星家族成员的诞生，是在第一代恒星内部发生
的核聚变反应合成的其他更重的元素（天文学统称为金属
元素），如碳和氧等，又混入新的气体云里坍缩形成的。
就这样周而复始，金属元素越变越多，恒星家族人丁越来
越兴旺。‚金属元素含量是影响恒星形成的关键。低金属
元素丰度下，恒星形成的难度增大。‛施勇教授说。
如今，这些‚踏着前辈躯体‛而来的恒星，除了最初的氢
和氦元素外，几乎包含了我们所知道的所有的金属元素。
据了解，此项研究成果也是首次为恒星形成的理论模型提
供了实验数据，为星系和恒星起源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价
值。

研究癿斱法是什么呢？
此次研究中，施勇教授的团队利用世界上最强大的远红外
空间望远镜赫歇尔天文台，对两颗距离地球较近的‚化
石‛星系分别进行了 5 个小时的观测（‚化石‛星系含有
极少量的金属，这些星系中的恒星形成类似于宇宙早期的
恒星形成），发现这些星系中恒星形成的效率比类银河系
中的效率低 10-100 倍，该结果暗示了宇宙原初气体可能
无法有效地形成新恒星，早期宇宙里恒星的诞生比今天的
恒星要难得多。

下一步癿研究重点将在哪里呢？
此前各种理论模型曾预测气体中的金属元素是影响恒星形
成的关键，但理论预测一直缺乏有效的天文观测来证实。
施勇教授团队的研究则为上述理论模型提供了实验数据，
并且进一步指出理论模型所依赖的物理机制跟观测结果给
的相反，‚对于无法形成新的恒星的原因，理论模型解释
是因为没有分子氢，而我们的研究显示是分子气体大量存
在但难以冷却。‛
据介绍，该研究成果已在国际顶级科技期刊
《NATURE》(《自然》)上在线发表。施勇教授表示，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研究金属元素给恒星形成带来的影
响，理解为什么‘化石’星系里恒星难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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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化工学院郭子建教授课题组在新型单分子 PtGd 诊断治疗双功能配合物研究斱面取得新迚展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朱珍珠
最近我校化学化工学院郭子建教授课题组在新型诊断治疗剂 Pt-Gd 单
分 子 双 功 能 配 合 物 研 究 方 面 取 得 新 进 展 。 其 成 果 ‚ Platinum(II)Gadolinium(III) Complexes as Potential Single Molecular Theranostic
Agents for Cancer Therapy and Diagnosis‛于 2014 年 9 月 26 日在线发
表 在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2014, 53,
DOI:10.1002/anie.201407406 and 10.1002/ange.201407406)。该论文第
一作者是化学化工学院博士生朱珍珠，郭子建教授和生科院王晓勇副
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
铂类抗肿瘤药物在临床医学上应用广泛。但顺铂对人体正常细胞具有
严重的毒副作用，某些癌细胞本身对顺铂具有先天抗药性，患者长期
服用也会产生耐药性。而且，铂类抗肿瘤药物在体内的作用机制，分
布以及新陈代谢等机理仍有待研究和完善。因此，对铂类抗肿瘤药物
在治疗过程中进行实时监测，了解药物在体内的分布情况以及治疗效
果等，及时调整治疗方案是非常重要的。核磁共振成像（MRI）具有
对组织无损伤，高分辨以及三维成像等特点成为临床应用广泛的诊断
手段。Gd-DTPA 是商业化的对比增强剂，用于增加 MRI 造影的对比
效果。

图 1：新型 Pt-Gd 单分子配合物及诊断治疗功能
示意图。

该研究将 MRI 造影剂与顺铂偶联，获得了具有诊断和治疗功能的 PtGd 单分子双功能配合物。该类配合物中顺铂药效基团的引入促进了细
胞摄取能力，同时使得配合物的质子弛豫率高于 Gd-DTPA，核磁共振成像对比效果更好。该类配合物在肿瘤细胞质中
可以部分解离出顺铂药效基团和 Gd-DTPA 酰胺类似物。一方面，顺铂药效基团可以与 DNA 作用从而阻碍肿瘤细胞的复
制，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另一方面，解离出来的 Gd-DTPA 酰胺类似物和完整的 Pt-Gd 单分子配合物，用于核磁共振
成像，对肿瘤进行定位和药物示踪。Pt-Gd 单分子配合物表现出相对较低的细胞毒活性，而且与 MRI 成像所需的造影剂
浓度相匹配，即在相同浓度下，Pt-Gd 单分子配合物既可以达到一定的抑制肿瘤细胞增长作用又可以满足对比增强的成
像效果。小鼠体内 MRI 成像结果表明，该类配合物在肾脏部位进行较长时间的造影，有助于无损伤的诊断急性肾衰竭，
实时监测由于服用顺铂后所产生的肾毒性等副作用的机理研究。
该课题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科技部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的支持。
全文链接如下：http://dx.doi.org/10.1002/anie.201407406。

图 2：单分子 Gd-Pt 配合物癿 NMRD 曲线及其绅胞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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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尖上癿量子光源” ——铌酸锂光子芯片研
究新迚展
撰稿人：物理学院
量子信息技术是 21 世纪最具魅力的领域之一，它利用量子世界的叠加原理和纠缠特性
使得信息处理在容量、速度和精度等方面展现出极大优势，将成为后摩尔时代的支撑
技术。而这一技术的实用化还存在很大挑战，其中如何将量子器件芯片化，即在降低
成本的同时提升芯片性能成为该领域的关键课题。
最近，我校物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金华等在徐平教授、祝世宁院士的指导下实现了基于铌酸锂的首个量子光学芯片，将纠
缠光子源、电光调制器、光子干涉仪等功能单元成功集成在同一块基于光学超晶格的铌酸锂光子芯片上，实现了纠缠光
子产生和调控的一体化设计，完成了纠缠光子对聚束态和分离态的快速切换。图 1 是芯片的内部结构图和外观照片。整
个芯片分为三个区域，区域 I 是对经典抽运激光的处理，主要是对抽运光的分束和相位调制，区域 II 是畴反转区，也称
光学超晶格区，将两路抽运光转化为简并的纠缠光子对，得到一个路径聚束态。区域 III 是对纠缠光子的处理，利用波
导耦合器实现 Hong-Ou-Mandel（HOM）干涉以及对抽运光的滤波。如果 II 区域产生的路径聚束态中两光路相位相同，
那么该聚束态经由 HOM 干涉后得到分离态。对于具有相位差 的一般路径聚束态，干涉后得到分离态和聚束态的叠加。
该铌酸锂芯片可在室温稳定工作，工作电压仅为 0-3.55V，调控速率可达 40GHz，入射功率<1mW，光学超晶格区光子
对产率为 1.1×107Hz nm-1 mW-1，是一个明亮的、可调控的芯片化量子光源，其基本指标与硅基光子芯片相比具有明显
优势。该芯片输入输出与光纤头直接连接并固化，芯片尺寸 5cm*5mm，稳定性高, 便于携带, 接近实用化。这一工作是
全固态量子芯片研究方面的重要进展, 是对铌酸锂量子逻辑门、量子模拟芯片研究的有力推动。该工作发表在物理评论快
报 (Phys. Rev. Lett. 113, 1036019, 2014) ， 并 作 为 亮 点 工 作 入 选 Editor ’ s suggestion 和 Physics 网 站
(http://journals.aps.org/prl/abstract/10.1103/PhysRevLett.113.103601). IEEE Spectrum 专 栏 对 该 工 作 进 行 采 访
(http://spectrum.ieee.org/tech-talk/semiconductors/optoelectronics/quantum-photonics-on-a-single-chip)。
该工作的第一作者为金华博士，通讯作者为徐平教授，合作单位有北京航天时代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和东南大学，该工作
得到科技部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和基金委重点项目的支持。
量子通俆：“超光速”联通一体化戓场神经网络
通俗而言，两个相距遥进癿陌生人丌约而同地想做同一件事，好像有一根无形
癿线绳牵着他们，这种神奇现象可谓“心灵感应”。不此类似，所谓量子纠
缠，是指在微观丐界里，有共同来源癿两个微观粒子乊间存在着纠缠关系，丌
管它们距离多进，只要一个粒子状态发生变化，就能立即使另一个粒子状态发
生相应变化。量子通俆正是利用量子纠缠效应迚行俆息传递癿一种新型通俆斱
式。此种通俆技术若能得以实现，其影响将是划时代癿。
在时空斱面，由亍量子通俆属亍超光速通俆，丌仅是“最快癿通俆”，而丏有
穿越大气层癿可能，从而为基亍卫星量子中继癿全球化通俆网奠定了可靠基
础。日前，德国物理学家就正在利用量子纠缠效应打造量子互联网，其研究人
员称：“我们已经实现了第一个量子网络原型，在节点乊间完成了量子俆息癿
图 1：铌酸锂光子芯片癿内部结构和外观照片

可逆交换。此外，还可以在两个节点乊间产生进程纠缠，幵俅持约 100 微
秒……未来人们通过它丌仅可以迚行进距离癿量子俆息沟通，而丏还将使大型
量子互联网完全实现成为可能。”。

科技信息 2014 年第 11 期（总第 209 期）

14

非线性全息不光学超晶格研究迚展
撰稿人：物理学院
近期，我校物理学院介电超晶格实验室朱永元教授课题组在非
线性光学波前调制技术和非线性光学成像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
展，提出并完善了非线性体积全息的理论框架，并得到实验验
证。该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的《物理评论快报》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13, 163902（2014））上。
近年来，利用微结构的人工干预，实现非线性光波波前的自由
调制功能，成为了最吸引眼球的课题之一。经过十几年的发
展，波前调制领域已经从多通道相移技术，走到了如今傅里叶
光学与相移结合的技术、局域准相位匹配技术等百家争鸣的局
面，实现了诸多非线性光波波前调制的功能。
1997 年朱永元教授课题组研究者将准晶的概念引入超晶格的设
计，将光学超晶格的结构从周期拓展到准周期，将单一的准位
相匹配概念拓展至多重准位相匹配的概念。利用一维 Fibonacci
准周期光学超晶格，实验实现了三倍频的直接产生（Science
278, 843 (1997)）。
2008 年朱永元教授课题组将惠更斯原理从线性推广到非线性，
提出了局域准位相匹配的概念。利用非线性惠更斯原理我们设
计了具有倍频、分束和聚焦多功能集成的光学超晶格，并进行
了实验验证（Phys.Rev.Lett. 100, 063902 (2008)）。

图 1：非线性菲涅尔体积全息术原理示意图。

近期，随着对该原理的深入研究，朱永元教授课题组提出了更为简单实用的非线性波前调制技术——非线性菲涅尔体积
全息技术。其核心原理是——通过非线性极化波和非线性物光的干涉，记录下物光完整的波前信息；通过基波照射，再
现非线性物光。利用非线性全息板——光学超晶格，演示了倍频 Airy 光束的产生，研究了该光束的无衍射、自加速和自
愈性能。并且通过实验，初步探讨了体积全息技术的选择特性，以及它对非线性光学波前调制的意义。该技术的核心干
涉思想也可以推广到其他涉及波动理论的领域，如声波、表面波和电子束等的调控。
本论文第一作者为 2009 级博士生洪煦昊，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的张超副教授和物理学院的朱永元教授为该论文的通
讯作者。该项研究得到 973 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资助。

图 2：利用超晶格激发癿非线性 Airy 光束癿无衍射、自加速和自愈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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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科学学院符淙斌院士团队在 Scientific
Reports 杂志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撰稿人：大气科学学院
近日，我校大气科学学院符淙斌院士团队通过与香港理工大学、山东大学、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以及法国科学院的合作，
在 Nature 出版集团旗下杂志《Scientific Reports》发表题为“Polluted dust promotes new particle formation and growth”
的论文（论文链接：Nie, W. et al. Polluted dust promotes new particle formation andgrowth. Sci. Rep. 4, 6634;
DOI:10.1038/srep06634 (2014).）。该项研究发现，大气中的沙尘颗粒在与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人为污染物混合后，可以
在光照条件下有效促进新的超细气溶胶颗粒的形成和增长。
目前已有的气溶胶理论认为，大气中高浓度的颗粒物的存在会抑制新粒子的生成及其在大气中的增长过程，然而该项研
究基于衡山 2009 年春季的观测数据发现，在沙尘期间可以同步观测到较频繁的新粒子生成现象，同时这些纳米级超细粒
子可以快速长大。通过结合拉格朗日传输数值模拟和化学成分分析，研究发现相关过程主要是由于沙尘传输过程中与化
石燃料燃烧排放的人为污染物混合后，这些“污染”的沙尘在光照条件下发生非均相光化学催化反应，产生额外的大气自
由基，将更多的二氧化硫氧化生成气态硫酸以及更多的高挥发性有机物氧化成低挥发性有机物，从而导致了快速的新粒
子生成和增长。结果研究表明沙尘等矿物气溶胶可以实质性地影响大气的氧化能力（自由基收支）、促进细颗粒的生
成、同时对成云过程（云凝结核和冰核收支）有重要影响。相关发现可以为理解沙尘等自然气溶胶的区域乃至全球环境
和气候效应提供新的认识。
该论文第一作者为我校大气科学学院专职科研队伍助理研究员聂玮博士，丁爱军教授为论文第一共同通讯作者。该项研
究的观测数据来源于科技部 973 项目《中国酸雨沉降机制、输送态势及调控原理》2009 年春季在衡山的观测试验，研究
工作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 973 项目、江苏省杰出青年基金等项目和江苏省气候变化协同创新中心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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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吴稚伟教授课题组在 BJOG 发表有关传染病
同步干预癿策略性论文
撰稿人：医学院
应世界卫生组织(WHO)约稿, 我校医学院吴稚伟教授课题组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 British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aecology （英国妇产科杂志, 简称 BJOG）发表了题为《有效控制我国艾滋病需要同步干预日益增加的性传染病》
(The Increase of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Calls for Simultaneous Preventive Intervention for More Effectively
Containing HIV Epidemics in China)的论文。多元预防技术(Multi-purpose Prevention Technologies, MPT)是近年来国际
上新兴的研究和开发领域。 鉴于艾滋病, 传统性传染病和生殖健康等有共同的生物学途径, 病源之间累加或协同的作用和
相同的受影响人群, 科学界认为研究和开发能够同步预防或干预传统性传染病, 艾滋病和/或生殖健康的生物医药技术, 即
MPT 将有助于有效地控制艾滋病的传播, 降低传统性传染病的蔓延, 改进生殖质量和降低流产。2009 年以来, 在美国学术
界带领下, 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 NIH 和盖茨基金会等机构的支持下, 学术界经过多次讨论, 已经逐步建立了共识, 构建
了 MPT 发展的框架和蓝图, 成立了指导(MPT Steering Committee)以及专业领域委员会。我校吴稚伟教授应邀在 MPT 的
启动阶段便参与规划, 担任了 MPT 指导委员会委员。
2014 年, WHO 邀请了全球 10 位在传染病预防, 公共卫生, 生殖健康, 公共卫生政策及医药监管等方面的专家, 集中论述
MPT 研发的策略和挑战, 以专辑形式发表于 BJOG。 吴稚伟教授等在该文中结合我国艾滋病流行病学特点, 传统性传染
病流行病学, 人群分布及地域性分布, 流动人口分布及行为, 系统分析了艾滋病性传播与传统性病, 流动人口的关系, 提出了
我国 MPT 的研究重点应该是针对艾滋病和传统性病的同步预防。 同时,该文还结合临床医学及病源生物学的研究, 为艾
滋病, 传统性病的同步预防干预提供了进一步的佐证. 在 2014 年 10 月份于南非开普敦召开的 Research For Prevention
(R4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上，吴稚伟教授受 WHO 邀请共同主持 MPT 的 Panel Discussion。
该文发表于英国皇家协会属下的 British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aecology 的 MPT 专刊。共同第一作者为医学院郑
楠和郭雁平，通信作者为吴稚伟教授（Zheng, Guo et al., BJOG 2014; 121 (Suppl. 5): 35-44）。
丐界卫生组细（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简称 WHO）是联合国下属癿一个与门机构，总
部设置在瑞士日内瓦，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是国际上最大癿政府间卫生组细，现有 194 个会
员国。1946 年国际卫生大会通过了《丐界卫生组细组细法》，1948 年 4 月 7 日丐界卫生组细
宣布成立。亍是每年癿 4 月 7 日也就成为全球性癿“丐界卫生日”。
丐卫组细是联合国系统内卫生问题癿指导和协调机构。它负责对全球卫生事务提供领导，拟定卫
生研究讫程，制定规范和标准，阐明以证据为基础癿政策斱案，向各国提供技术支持，以及监测
和评估卫生趋势。
丐界卫生组细癿宗旨是使全丐界人民获得尽可能高水平癿健康。该组细给健康下癿定义为“身
体、精神及社会生活中癿完美状态”。丐界卫生组细癿主要职能包括：促迚流行病和地斱病癿防
治；提供和改迚公共卫生、疾病医疗和有关事项癿教学不讪练；推劢确定生物制品癿国际标准。
戔至 2005 年 5 月，丐界卫生组细共有 193 个成员国。现任总干事为中国香港人陈冯富珍。
丐界卫生组细癿会徽由一条蛇盘绕癿权杖所覆盖癿联合国标志组成。长期以来，由蛇盘绕癿权杖
系医学及医学界癿标志。它起源亍埃斯科拉庇俄斯癿故事，古希腊人将其尊崇为医神，幵丏其崇
拜涉及蛇癿使用。

科技信息 2014 年第 11 期（总第 209 期）

17

陈迪副教授课题组发现 daf-31 基因调节寿命成
果发表在 PLoS Genetics
撰稿人：模式劢物研究所
我校模式动物研究所陈迪副教授课题组及其合作者美国佛罗里达州大西洋大学（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的 Kailiang
Jia 助理教授在发育和衰老机制方面的研究成果‚daf-31 Encodes the Catalytic Subunit of N Alpha-Acetyltransferase that
Regulates Caenorhabditis elegans Development, Metabolism and Adult Lifespan‛于 2014 年 10 月 16 日发表于 PLoS
Genetics 杂志(SCI 因子:8.69)。陈迪副教授为该论文的并列第一作者及共同通讯作者。
秀丽线虫（C. elegans）是一种生活在土壤中的自生性线虫。由于具有生命周期短、易于培养与观察、细胞谱系完整等特
点，秀丽线虫已经被广泛的应用于生物学研究。当食物匮乏时，秀丽线虫能够将发育停滞并进入一种称之为 dauer 的幼
虫阶段。Dauer 幼虫可以存活数月，远远高于约为三周的正常成虫寿命。当它们遇到合适的生活条件时可以恢复发育为
成虫。即使在 dauer 幼虫阶段滞育了几个月的时间，恢复发育的成虫有着正常的寿命。这揭示了衰老在 dauer 幼虫阶段
被显著的延缓了。许多控制秀丽线虫 dauer 幼虫发育的基因对于衰老也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而且其分子机制在高等生
物如小鼠和人类中也是保守的。
本研究在大规模遗传筛选的基础上发现了 daf-31 这种表现出部分 dauer 幼虫特征的突变体。基因克隆结果显示 daf-31 基
因编码一种进化中高度保守的乙酰转移酶（ARD1）。daf-31 基因突变表现出发育停滞并伴随有脂肪堆积的现象，而 daf31 基因的过表达能够通过激活 DAF-16（FOXO）这一调节衰老的关键因子来延长寿命。

报摘：摘自 2014 年 10 月 20 日《现代快报》

南大教授发现“长寿基因”
在俅证营养癿情况下，适当减少蛋白戒卡路里癿摄入量，会让人长寿。如果改变人体内癿“ARD-1”基因，让它数倍增加，戒将让人
长寿，如果去除这一基因，戒让人肥胖减寿。
最近，南京大学模式劢物研究所陈迪副教授课题组，通过对秀丽线虫癿研究，发现线虫体内一种神奇癿 daf-31 基因可以调节寿命。
陈迪告诉现代快报记者，这种线虫体内癿 2 万多个基因中，有 40%不人体内基因相似度很高。他发现，正常情况下，秀丽线虫癿寿
命在三周左右。而当发育过程中食物匮乏时，线虫能够迚入一种超级长寿癿休眠状态。通过这一发现，研究人员找到了幼虫体内癿一
种“特别癿基因”——daf-31。它癿突变消失会让线虫脂肪堆积幵出现短寿现象，而它癿增加却能够通过激活调节衰老癿关键因子，
从而延长寿命。

线虫体内癿这种 daf-31 基因不人体基因 ARD-1 高度同源。未来，如果将人体内癿 ARD-1 基因迚行改造，人为增加拷贝，让它活性
升高，就会延长人癿寿命，而一旦缺失这一基因，人也许就会肥胖短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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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Photonics》杂志精选：两光子间强相互
作用系统建立
撰稿：科技日报 2014 年 11 月 4 日
在自由空间中的两个光子之间不相互作用，光波彼此擦身而过不会相互影响。然而，对于量子技术的许多应用，光子之
间的相互作用却至关重要。奥地利维也纳理工大学的一个科学家团队现成功在两个单光子之间建立起强大的相互作用，
朝着轻拍校验（tap-proof）量子通道或建立光学逻辑门发送信息迈出了重要一步。该研究成果发表在最新一期的《自然
—光子学》杂志上。
这次研究人员建造成只有两个光子之间的强相互作用系统。这种相互作用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光子的相位发生了 180 度
的改变。该大学原子和亚原子物理研究所阿诺教授说：‚它像一个钟摆，实际上应该向左摆动，但由于第二摆耦合，向
右波动。这个摆荡不会出现更极端的变化。我们实现了最小光强的最大相互作用。‛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11 月 3 日（北京时间）报道，为了促其成为可能，光子开始了一场‚不太可能‛的旅程。极小的超薄
玻璃纤维被连接到一个像细小瓶子一样的光谐振器里，以使光线能够部分进入其中，循环往复，再回到玻璃纤维。这种
迂回通过谐振器导致光子被倒相。
当一个铷原子被接入谐振器，该系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由于铷原子的存在，几乎没有任何的光进入谐振器，那么光子
的振荡阶段不能倒相。
阿诺说：‚然而当两个光子同时到达，事情发生
变化。原子是一个可饱和吸收体，光子被原子用
很短的时间吸收，然后被释放到谐振器。在这段
时间里，它不能吸收任何其他光子。如果两个光
子同时到达，只有一个可以被吸收，而另一个仍
然可以相位转移。‛
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来看，两个光子没有区别。它
们只能被理解为一个共同的波状物体，在同一时
间位于谐振器和玻璃纤维。没有人能分清它们哪
个是被吸收和哪个过去了。当在同一时间击中谐
振器，它们两个一起经历了 180 度的相移。两个
相互作用的光子同时到达显示出与单光子完全不
同的行为。
阿诺说：‚这样可以创造一个纠缠光子状态。这
个状态在所有量子光学的领域是被要求的，即在
量子传送，或者可能被用于量子计算的光晶体
管。‛
新系统的一大优势体现在，其是基于现有通讯领
域的玻璃纤维技术，纳米玻璃纤维和瓶谐振器与
现有技术完全兼容。创造出强大的光子相互作
用，是朝着轻拍校验数据传输的全球量子信息网
络迈出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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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 月 24 日《Science》
杂志精选
撰稿：美国科学促迚会
新型显微镜能看到活动中的亚细胞装置
由于有一种能够实时捕捉亚细胞活动三维图像的新型显微镜，科学家们能够追踪在
脑中形成突触的神经细胞通路，观察受精卵中的发育活动，或对聚集在一起并引起
疾病的蛋白的进展进行跟踪，这些都是曾经被认为不可能做到的成像研究的壮举，
设计这种新型显微镜的小组成员包括今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之一 Eric Betzig。要了
解许多生命过程，对体内生物过程进行三维成像至关重要。活细胞成像已经取得了许多进展，但即使这样，许多生物学
过程仍然发生得过快，且其尺度太小而无法用现有的工具看到它们。当这些显微镜拉近镜头来捕捉更精细的结构细节
时，它们会对样本喷出具有损坏性的辐射。这不仅会改变样本，而且成像过程需要花时间——从而损害了显微镜的追踪
如有丝分裂等生物学动态过程的能力。如今，由 Betzig 领导的团队描述了一种能解决前述顾虑的显微镜——它能以高速
及高分辨率对脆弱生物样品拍摄快照。Betzig 等人的方法建立在光片照明显微镜（它已被证明对胚胎中的单细胞成像是
有用的）进展的基础之上。然而，常规光片因为过厚而无法在亚细胞成像中发挥功用。因此，Betzig 等人使用一种特殊
类型的被称作二维光晶格的光束来产生可增快速度的超薄光片，在这种速度下就能捕捉到体内的画面。至关重要的是，
二维光晶格还能将光能以一种在某样本上任何单一点上的强度都有所降低的方式散布开来。

考古学家发现早期高海拔人类聚居地
在秘鲁安第斯山脉中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也许是美洲最古老的在极端高海拔处有人类存在的证据。他们发现的遗址位于海
拔近 4500 米高度，这些遗址建立在超过 1.2 万年前的晚更新世期间。这一发现改变了有关人类适应高海拔环境的认知，
提示这种情况可能比先前认为的发生得更快或更早。高海拔地区属于考古学研究最少的地方，而人类在这些地方生存有
多早仍然是人们不甚了解的。有些人提出，人类必须在基因上经过数千年的适应。而另外一些人则说环境改变（如冰川
的消退）是必要的。Kurt Rademaker 等人报告了来自两个高海拔安第斯山脉遗址的史前器物，这些遗址上曾经住过狩猎
采集者。在第一处遗址 Cuncaicha 研究人员发现了各种工具、动物的骨头及作为食物的根茎。第二个更高海拔的遗址是
Pucuncho 盆地，研究人员说，这里对打猎是理想的。对这两处遗址的东西进行测年帮助该研究小组将这些地方的器物存
在时间确定为超过 1.2 万年之久。这些结果对先前的人类适应于极端环境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例如，该地区的冰川实际
上从来没有到达过 Pucuncho 盆地，因此从来没有因为冰川消退而给人类创造一个可迁徙至那里的空地；但他们还是迁
徙到了那里，提示气候变化并非成功定居所必需。此外，在 Pucuncho 盆地的史前器物提示只是在他们最初进入南美的
2000 年内在那里定居的，表明人类不需要很长的时间来适应环境。人类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对了解我们生存的文化和遗
传能力是至关重要的。

入侵蜥蜴驱动快速演化
蜥蜴最近对美国东南地区的入侵证明，当两种关系密切物种竞争时，演化性改变会快速发生。尽管生物学家认为，这种
竞争常常会驱动快速演化，但在野外得到记录的该类案例却惊人地罕见。但 Yoel Stuart 及其同事在一组佛罗里达小岛上
发现了一个极佳的例子——在那里一种叫作 Anolis carolinensis 的蜥蜴在 Anolis sagrei 蜥蜴入侵之后被迫迁移到较高的树
上栖息。在入侵者到来的岛屿上，Anolis carolinensis 蜥蜴演化出了较大及较黏的趾垫来帮助它们更好地立足于其较高的
栖息处，这一改变仅仅花了 20 个世代或约 10 年时间。在那些没有 sagrei 种入侵蜥蜴的岛屿上，carolinensis 蜥蜴的趾垫
则维持原样。研究人员提出，除了提供了一个实时演化的例子之外，这些蜥蜴还能帮助环境保护人士更多地了解本地物
种可对入侵物种作出适应性变化的方式。

蕨类植物的性别比例是通过合作决定的
据 Junmu Tanaka 及其同事所作的一项新的研究披露，个体蕨类植物群落通过一种复杂的化学信息联系系统来维持最佳
的雄性和雌性平衡。在日本攀缘的蕨类植物中，植物荷尔蒙吉贝素会促进雄性器官的发育。早熟的蕨类植物会表达某些
启动需要但完成不需要的产出吉贝素的基因，这使得它们处于雌性状态。但是，由那些蕨类植物表达的该吉贝素前体受
到了修饰并接着释放到了环境之中，在环境中，该激素会被那些成熟较晚的蕨类植物吸收。这些晚熟的个体会表达‚解
码‛这一前体所需的酶并完成吉贝素的合成以产生雄性器官。如 Tai-ping Sun 在一则相关的文章中所讨论的，人们需要
做进一步的研究来查明这类个体之间的化学信号传导是否会帮助确定其他类型植物种群中的性别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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