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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0 月 27 日，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管理办公室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由我校承担的“十

一五”《淮河流域水污染治理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项目（以下简称“淮河项目”）验收会。“十一五”淮河项目负责

人、南京大学水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张幼宽教授汇报了项目的完成 情况及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

由孟伟院士任组长、张杰院士等 12 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充分肯定了“十一五”淮河项目的工作，对项目取得的成果给予

了高度评价， 一致同意淮河项目通过验收。 

 淮河项目是我校首次承担的国家重大水污染治理项目。“十一五”总投资 2.57 亿，其中国家财政投入 1.04 亿元。

“十一五”淮河项目自 2006 年起，经历了二年多的立项筹划、三年的实施和一年的验收三个阶段。中科院地理与资源

研究所等国内 20 多家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我校水科学研究中心、环境学院、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地理与海洋学院、生

命科学院等多个院系参与了该项目研究。项目研发了 45 项关键技术，建立了 35 个示范工程和 10 个研究基地和野外台

站，申请了 128 项专利（其中 30 项已授权），获得了 18 项软件著作权，制定了 14 个标准草案，培养了 13 个研究团

队，发表了 379 篇论文。这些研究成果为淮河流域的水污染治理和水质改善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十一五”淮河项

目的成功验收为我校继续承担“十二五”淮河项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出席此次验收会的有国家水专办王明良专职副主任、豫皖鲁三省水专办和淮河水利委员会有关领导以及项目各课题

负责人等。南京大学孙冶东校长助理与科技处有关同志代表我校出席了此次验收会。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启动科技报告制度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施嵘 

 

根据《科技部关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落实科技报告制度有关工作的通知》（国科发专[2013]589 号）精神，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办公室于日前部署了科技报告制度有关工作。 

科技报告是记录科学研究目的、方法、过程、技术内容及经验教训，按照一定格式和标准编写的文献资料。将这些报告有效收

集并开放共享，能够为科技工作者提供协同创新环境，提高科技成果使用效益，是支撑科技创新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

段。重大专项科技报告体系将纳入国家科技报告制度统一管理。其收集纳入项目（课题）管理流程，逐步完善重大专项科技报

告的呈缴、收藏、管理和共享渠道，在具备一定规模和数量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进行开放共享。 

根据部署，重大专项的所有课题都必须提交至少一份科技报告。2013 年 11 月 1 日之前完成验收的每个项目（课题），应至少

提交一份报告；2013 年 11 月 1 日以后完成验收的项目（课题）必须每季度提交一份报告，作为验收的必要条件。未按要求提

交报告的课题，其负责人不得再次承担重大专项课题。国家重大专项办已于 10 月 18 日在京召开了各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及承

担课题较多的单位参加的总体培训会；各个专项还将陆续组织开展科技报告培训工作，针对不同专项特点部署具体要求。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十一五”淮河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撰稿人：水科学中心、科学技术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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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科技厅领导对我校承担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

制专项项目进行考察指导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科学技术处 

9 月 29 日，江苏省科技厅副厅长蒋跃建一行对我校陈洪渊院士承担的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项目“单细胞时空

分辨分子动态分析系统”的进展进行了考察。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张荣教授和科技处、化院等部门有关领导陪同考察。 

蒋厅长首先听取了项目负责人陈洪渊院士对项目的设计思路、研究基础、实施方案等方面的全面汇报，然后对实施该项

目的部分研究基地进行了实地考察。考察期间，蒋厅长对该项目获得国家基金委的重大支持表示祝贺，并对项目组所获

得的研究进展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表示由南京大学作为主持单位，联合兄弟学校的优势力量，从基础研究入手，进行关

键创新仪器的研发，这对于我国高端科学仪器的创制研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于我省在这方面的科技创新与

产业化发展的推动作用将会十分显著，省科技厅对该重大仪器项目将会全力支持，并将随后落实所需的配套资金和政策

措施；同时，省科技厅将协助项目组进行人才引进，构建从原始创新、技术研发到应用开发的科技成果转化产业链，缩

短研发周期，多环节齐头并进，以更好的实现目标产品，并在这个项目的基础上构建平台群，更好地推动产学研用的相

互促进。陈院士随即表示项目组将全力以赴、确保高质量完成该国家重大仪器研制项目。 

最后，张校长对蒋厅长在百忙之中亲临我校考察指导表示衷心的感谢，他同时表示基于新原理的科研仪器是开展原创性

科学研究的重要工具，能够极大促进高水平工作的开展，同时也有望培育出新的产业生长点。南京大学对于仪器研究高

度重视，该仪器专项项目也是我校连续第三年获得国家重大科研仪器专项支持。我校进行科学研究的传统优势在于物质

科学，这个项目是南大的优势研究力量向生命科学领域的延伸，对南大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也极有可能成为江苏省的

先进制造业中的引导技术，学校也会从科研环境和政策支撑等方面全力支持该项目研究工作的开展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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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尖端科学研讨会”在我校顺利举行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陈晓清 

 

10 月 22 日至 24 日，“第十四届尖端科学研讨会”在我校举行。“尖端科学研讨会”由南京大学与台湾大
学联合倡办，此后新加坡大学与台湾中央大学也加入其中。继 1999 年“首届尖端科学研讨会”由我校南
京大学承办以来，今年的研讨会已是第十四届。参加此次研讨的专家和学者主要来自台湾大学、台湾中央
大学、新加坡大学以及我校。 

10 月 22 日上午，我校李成校长助理、科学技术处姜田副处长、国际合作处孙雯副处长以及台湾大学理学
院陈宏宇副院长、台湾中央大学理学院李正中院长、新加坡大学理学院苏重豪副院长参加了研讨会的开幕
式。李成校长助理在开幕辞中指出，希望借助“尖端科学研讨会”的平台，为四校的专家学者提供更多认
识、交流与合作的机会，从而加深各校师生间的交流与友谊。 

本届研讨会的主题分为“先进材料”、“生物技术”和“绿色研究”三个专题，共有 50 多场演讲报告。
来自四校的物理学、材料学、地球科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和生命科学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从纳米科
技、清洁能源、生物技术等目前国际上的热点课题出发，展开了热烈的探讨和交流。 

南京大学、台湾大学、台湾中央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均是声誉卓著的一流大学。四校的学者近年在材料
科学、绿色能源、生命科学、地球科学等方面都有不错的研究成果。这次“尖端科学研讨会”不仅为四校
的研究成果做了记录，也促进了四校日后的合作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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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合作的又一成果在北京故宫古建筑监测中首次

应用 
撰稿人：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朱鸿鹄 

2013 年 8 月，由地科院施斌教授课题组十余年研

究的分布式光纤监测技术成果在北京故宫东华门古

建筑监测中得到成功的应用。 

分布式监测技术是新一代工程监测技术的发展方向，

其中光纤传感技术最具代表性。施斌教授领导的课

题组，自 2000 年开始在南京大学“985 工程”特

拨经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教育部重点

项目的支持下,从布里渊散射光时域技术(BOTDR)

的研发起程,历经十余年的奋斗,在地质和岩土工程

应用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成果。该技术成

果与传统的点式监测技术相比，其性能价格比提高

了 30 倍以上，为我国地质和岩土工程监测开辟了

一个新的技术领域，填补了我国在这一技术领域中

的空白，2008 年该成果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

近年来，施斌教授领导的课题组又先后获得了国家

“97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项目的支持，将在

BOFDA,BOTDR/A,ROTDR,V-ODTR 和 FBG 等几

乎所有分布式光纤感测技术及其在地质和环境岩土

工程应用研究方面开展系统研究，可望取得一系列

突破性的创新成果。 

目前该课题组的部分研究成果已在南京大学（苏州）

高新技术研究院得到了转化。2010 年，成立了南

京大学（苏州）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工程中心产学

研平台，当年又获得了苏州市政府的支持，成立了

苏州市基础工程分布式传感监测重点实验室。在此

基础上，2010 年施斌教授领导的团队获得了苏州

工业园区科技领军人才和苏州市姑苏创新创业领军

人才称号，由南京大学、苏州创投公司和研发团队

共同出资组建了苏州南智传感科技有限公司产业平

台。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斗，目前产学研平台已成

功研发出了 50 多种光纤传感器与解调设备；研发

出了 30 余种富有特色的全分布式特种感测光纤

(缆)。相关产品已在国内数十个重要工程中得到了

应用，并开始销往美国、英国、德国等地的科研机

构。目前该产学研平台与国内外数十个研究单位和

科技型企业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的支持下，2005 年至今课题组发起并成

功组织举办了四届“地质（岩土）工程光电传感监

测国际论坛”。该论坛目前已成为了国际智能结构

健康监测学会(ISHMII)和中国工程地质专委会等学

术组织中一个重要的国际交流平台。上述产学研方

面的研究成果获得了 2012 年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

成果奖。 

产学研合作和高科技成果转化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通过产学研合作，使得从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中研

发出的成果实体化、标准化、产品化、市场化，真

正成为了推动社会技术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知识

的价值得到了体现，科研人员的劳动得到了尊重，

学校的美誉度得到了提升。本次故宫古建筑监测项

目中采用的技术均出自于该产学研平台自主研发的

产品和系统，产学研的合作优势将不断显现出来。

目前该技术系统还将在故宫的午门和古城墙监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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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东华门分布式光纤监测系统
安装现场 

故宫东华门分布式光纤监测示意图 

 

得到应用，并在我国古建筑保护、地质灾害防治、

地铁轻轨、石油军工、地下工程与矿山开发、城市

各类基础工程设施和结构的智能监测、健康诊断、

灾害预警和安全评估等方面已显示出广阔的应用前

景。 

现代工学院举行纵向科技项目申报交流会 
撰稿人：现代应用工程与技术学院 李辉 

在校科技处的支持下，10 月 31 日上午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于唐仲英楼 B305 会议室举行了“纵向科技项目申报交流
会”。交流会由陆延青教授主持，参加交流会的有祝世宁院士、陈延峰常务副院长、科技处施萱以及现代工程与应用科
学学院部分新引进人才、中青年教师及专职科研人员。 

首先科学技术处施萱向大家介绍了国家纵向科研项目，特别是 973 计划、重大研究计划的项目建议征集、指南发布、项
目申请、形式审查、专家评审等各个环节的政策规定和申报注意事项。随后，陈延峰教授分析了目前科研项目申请的形
势，鼓励年轻老师要敢闯敢拼，积极投入。祝世宁院士围绕国家需求和重大科学问题向大家介绍 973 计划、863 计划、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立项、申报的背景和评审过程要点，希望年轻老师要有危机感，迎难而上、充满信心，积极向同行请
教、开拓视野。陆延青教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年轻老师，特别是青年千人等新引进人员迅速融入到国内的学术环境，
积极主动地与同行交流学习。若干老师就他们关系的问题提出了讨论。整个交流会历时 2 小时，大家积极互动交流，气
氛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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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瘟病是水稻重要病害之一，可引起大幅度减产，严重时减产

40%～50%，甚至颗粒无收。世界各稻区均匀发生，其中以叶部、节
部发生为多，发生后可造成不同程度减产，尤其穗颈瘟或节瘟发生
早而重，可造成白穗以致绝产。 

病菌主要以分生孢子和菌丝体在稻草和稻谷上越冬。翌年产生分生
孢子借风雨传播到稻株上，萌发侵人寄主向邻近细胞扩展发病，形
成中心病株。病部形成的分生孢子，借风雨传播，进行再侵染。播
种带菌种子可引起苗瘟。菌丝生长温限 8—37℃，最适温度 26—
28℃。 

适温高湿，有雨、雾、露存在条件下有利于发病。适宜温度才能形
成附着胞并产生侵入丝，穿透稻株表皮，在细胞间蔓延摄取养分。
阴雨连绵，日照不足或时晴时雨，或早晚有云雾或结露条件，病情
扩展迅速。 

物种间快速进化的抗病基因对水稻稻瘟病抗性的研究
撰稿人：生命科学学院  杨四海 

10 月 22 日，国际著名期刊 PNAS 在线发表了生命科学学院田大成教授课题组发表的“不同禾本科植物中快速进化的抗

病基因对水稻稻瘟病具有抗性”的研究论文（Rapidly evolving R-genes in diverse grass species confer 

resistance to rice blast disease. PNAS doi:10.1073/pnas.1318211110）。该研究通过系统进化分析发现，在禾

本科植物中存在一类呈“家簇式”分布的快速进化的抗病基因，且表现出抗相同类型病原的特性；结合水稻稻瘟病病原

菌快速演化的特点，研究人员选取了 3 个具有快速演化特征的位点，在禾本科其他物种中进行克隆，并将这些克隆的基

因通过遗传转化的方式，导到水稻易感染稻瘟病的品系中；随后利用稻瘟病菌对这些植株进行筛选；结果从 80 个候选基

因中，鉴定出了 28 个具有抗稻瘟病功能的基因（图 1 和图 2）。这一结果都说明：大量的植物抗病基因不仅在物种内具

有抗性，在物种间也同样具有抗性；来自共同祖先并存在于同一快速进化家族中的抗病基因保留了相似的对抗快速进化

病原菌的功能。 

对于这一现象的机制，研究人员提出一个全新的假说 “constrained divergence” （限制性多样化假说），该假说认为，

无论是抗病基因还是病原菌的效应物，都只能遵循有限的进化途径来增加各自的适合度。该共同进化模型可以“井字棋”

（Tic-tac-toe）游戏来理解（图 3），即宿主与病原相互作用的蛋白分子中一些关键的氨基酸位点经历了限制多样化演

变，其中一个在进化过程中发生改变，另外一个就会相应的调整策略、做出一定的应对改变，从而导致二者在一定的限

制范围内表现出多样化的互作方式。 

这一全新发现具有的重要意义与价值：（1）近缘或远缘物种间抗病基因的相互利用，大大丰富了植物抗病多样性的来源；

（2）建立了的系统演化分析方法，是一个全新、高效的抗病基因克隆方法；（3）该方法对进一步发掘新的具有持久性

广谱性的抗病基因有重要的启示，也为研究抗病基因与效应物相互作用的机制提供了新的线索。 

本研究得到南京大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江苏省基础研究专项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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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禾本科植物中快速进化的抗病基因家族的系统演化关系。(a)Rp1/Pi37 家族位点物种间表现形式；
(b)Rp1/Pi37 家族位点克隆基因的抗感情况。“R”为抗性标识。 

图 2 来自玉米 Rp1/Pi37 家族的抗病基因在水稻中的感病和抗病表型，“R”为抗性，“S”为感病。 

图 3“井字棋”游戏（Tic-tac-toe）示意图，即两个玩家，一个打圈(O)，一个打叉(X)，轮流在 3 乘 3 的
格上打自己的符号，最先以横、直、斜连成一线则为胜。 

 

 

 

 

 
 

 

 

 

 

图 2 图 1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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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王欣然、施毅教授课题组在

二硫化钼电学输运领域取得重要进展 
撰稿人：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我校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王欣然教授、施毅教授课题组在二硫化钼（MoS2）电学输运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相关研究成果于 2013 年 10

月 23 日发表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 4, 2642，2013)。 

 MoS2 是一种二维半导体材料（图 1），具有 1.8 eV 直接带隙，在电子、光电器件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作为后硅时代的一种新型纳米

电子材料，近年来得到了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广泛关注。     

在 MoS2 进一步走向应用化的道路上，实际器件迁移率远低于理论值一直困扰着学术界。世界的科研工作者在这一课题付出了诸多努力，但

是对 MoS2 输运性质还没有一个较为系统和清晰的实验或者理论解释。王欣然、施毅教授课题组与东南大学合作，结合实验与理论计算，阐

明了 MoS2 中的电子输运机制。  

在这项工作中，作者利用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对 MoS2 表面原子结构进行精细表征（图 2），结果显示大量 S 空位缺陷存在于材料中。S

空位对 MoS2 能 带结构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基于密度泛函理论的第一性原理计算表明本征 S 空位缺陷在能隙中引入缺陷态，在低载流子浓度

下，电子由 Bloch 波变为局域在缺陷 态附近的局域化电子，电子输运只能通过局域态之间的跃迁实现，该输运机制限制了二硫化钼的本征迁

移率，这一结果得到了变温输运测试的证实。随着载流子浓度 的提高（通过场效应在 MoS2 体系中引入高载流子浓度），电子传输将由跃迁

传输转变为扩展态传输（图 3），这一模型也解释了在二硫化钼体系中金属态、甚至超导态的发现（ Science 338, 1193, 2012）。该研究对

MoS2 输运领域的一个关键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地解释，揭示了 MoS2 中的缺陷对电子输运和器件应用的影响，并且为进一步提高二硫化钼

器件性能给出了理论指导。 

该项研究得到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

目等资助。 

 

 

图 1、二硫化钼结构示意图；图 2 、单层二硫化钼表面原子结构；图 3 、两种电子输运电子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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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碳硼烷功能化的三苯胺分子的结构和双光子
三维成像。 

图 2 闭式碳硼烷衍生物特殊的溶剂效应（左）
和巢式碳硼烷衍生物的细胞成像和荧光寿命成
像（右）。 

碳硼烷对有机小分子和重金属磷光铱配合物光物理性质的

影响以及生物应用的最新进展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施超 

二十面体碳硼烷根据两个碳原子的空间位置可以分为邻位、

间位和对位碳硼烷，因其具有三维的大位阻几何结构和推、

拉电子性质，最近被广泛的引入到各种光功能分子上，并

研究其对光物理性质的影响。研究发现邻位碳硼烷，因其

具有特殊的 C–C 键，其可增强亦可淬灭发光。对此，如

何理解和解释这种特殊的现象对于进一步设计碳硼烷功能

化的光电功能分子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燕红课题组通过将三种不同的碳硼烷异构体引入到经典的

中性磷光铱配合物 Ir(ppy)2acac 和阳离子型磷光铱配合

物[Ir(ppy)2phen] PF6 的环金属配体上，来探究其对这两

类铱配合物光物理性质的影响，发现间位和对位碳硼烷在

两类发光体系中都增强发光，但邻位碳硼烷却表现不同，

即在中性配合物中发生磷光淬灭，但在阳离子型配合物中

发生磷光增强现象。除此以外，在阳离子型配合物体系中，

随 着 三 种 碳 硼 烷 的 引 入 ， 发 光 波 长 呈 现 规 律 的 变 化

（Chem. Commun. 2013, 49, 4746）。与此同时，该

课题组又将邻位碳硼烷和间位碳硼烷分别引入到三苯胺分

子中，并研究了其对双光子性质的影响，成功实现了双光

子 三 维 细 胞 成 像 （ Chem. Commun. DOI: 

10.1039/C3CC46276E）。 

在此基础上，最近该课题组又取得了新进展，他们将三种

碳 硼 烷 直 接 引 入 到 经 典 的 面 式 和 经 式 磷 光 铱 配 合 物

Ir(ppy)3 中，发现了邻位碳硼烷衍生物发光量子产率与外

部环境密切相关，即与溶剂的介电常数成反比，同时通过

理论计算解释了这种特殊的现象。此外，他们还开发了另

一类巢式碳硼烷磷光铱配合物，由于具备水溶性好，低毒

性，发光效率高，磷光寿命长等优势，已成功的运用到生

物成像以及寿命成像等生物应用上。该研究成果发表在

2013 年 的 Angew. Chem. Int. Ed 

（DOI:10.1002/anie.201307333）上。以上研究工作

与南京邮电大学赵强教授及黄维院士共同合作完成， 并

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及科技部-国家

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等基金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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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I:C）影响间充质干细胞免疫调控功能的新机制
撰稿人：医学院

最近我校医学院侯亚义教授课题组发现 Poly(I:C)可通过微小 RNA 影响间充质干细胞（MSC）的免疫调控功能。相关研究
论文“Poly(I:C) Improves MSCs Immune Function: The Toll-like Receptor 3 Ligand, Poly(I:C), Improves Immunosuppressive 
Function and Therapeutic Effect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s on Sepsis via Inhibiting miR-143” 近日发表于《干细胞》（Stem 
Cells. 2013 Sep 16. doi: 10.1002/stem.1543）。该论文的第一作者是赵晓寅博士。 

许多研究表明间充质干细胞（MSC）可直接参与机体免疫平衡的调控，也被广泛用于器官损伤的治疗,但传统的 MSC 移植
治疗有一定的局限性，优化 MSC 的功能提高其效能迫切需要。脓毒症（sepsis）是由细菌感染引起的全身性的炎症反应，
是导致重症病人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虽然近年来的研究发现 TOLL 样受体（TLRs）的活化能够影响 MSC 的分化、增殖、
迁移、细胞因子的分泌及其免疫调节功能，但其机制迄今不明。侯亚义教授课题组研究人员发现 TLR3 的配体—Poly(I:C)
预处理的 MSC 能更有效地改善脓毒症小鼠的症状及其免疫功能，提高生存率。他们首先分析了人脐带来源的 MSC 的
TLRs 表达谱，发现 Poly(I:C) 可增强 MSC 对小鼠巨噬细胞产生促炎因子的抑制及显著上调自身抑炎因子 COX-2 及 IDO1
的表达。侯亚义教授课题组通过对靶向 TLR3 信号通路上的关键分子—TRAF6 和 TAK1 的微小 RNA 进行分析，发现受
Poly(I:C)刺激的 MSC 中 miR-143 的表达被显著下调。还发现抑制 MSC 的 miR-143 的表达可促进其对免疫调节分子的表达
而抑制巨噬细胞的炎症因子的产生。相反，高表达 miR-143 会逆转 Poly(I:C)对 MSC 免疫调节分子表达的增强作用及对巨
噬细胞炎症因子分泌的抑制作用；而且干扰 miR-143 的靶基因 TAK1 与高表达 miR-143 对 MSC 的影响一致。进一步，该
课题组建立了盲肠结扎穿刺（CLP）脓毒症小鼠模型，发现 Poly(I:C)能够增强 MSC 对 CLP 模型的疗效，高表达 miR-143
抑制了 Poly(I:C)对 MSC 治疗效果的改善作用。这些结果提示，Poly(I:C)能通过抑制 miR-143 的表达促进 MSC 的免疫调节
功能，改善 MSC 对脓毒症模型的疗效。该研究成果加深了对 MSC 作用机制的认识，并为 MSC 的临床应用提出了新策略。 

去年该课题组在微小 RNA 调节 MSC 平衡局部免疫机制方面取得 DE 重要进展相关论文“MicroRNA-181a regulates local 
immune balance by inhibiting proliferation and immunosuppressive properties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s”也发表于《干细胞》
（Stem Cells,  2012;30(8):1756-70）。这些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江苏省卫生厅“兴卫工程”基金基金的资助。 

 

图 1  Ploy （I：C）能通过微小 RNR-143 有效间充质干细
胞的免疫调节特性。 

 

 

 

 

图 2  Ploy （I：C）处理的 MSC 具有更强的抑菌作用及改
善败血症小鼠生存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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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熀先教授研究组在细胞内重要功能分子原位检测方面取

得连续进展 
撰稿人: 化学化工学院   

细胞内有多种重要功能分子，如指导合成端粒 DNA 重复

序列片段的端粒酶、调控生命过程的内源性 microRNA、

催化不同受体分子与活化的糖连接的糖基转移酶、与肿瘤

细胞凋亡密切相关的组织蛋白酶等等。端粒酶不仅参与复

制和延长端粒 DNA 来稳定染色体端粒 DNA 的长度

（2009 年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在肿瘤细胞中还参

与对肿瘤细胞的凋亡和基因组稳定的调控过程，端粒酶的

激活和表达程度与肿瘤的发生和转移密切相关，端粒酶调

控机制研究有助于相关新靶标的发现和新型抑制端粒酶作

用的抗癌药物的研发。microRNA 的功能已广为人知，它

作为转录因子重要的靶分子在细胞功能调控中发挥核心作

用，已成为肿瘤诊断和抑制肿瘤生成与发展的重要研究对

象。发展这些功能分子的细胞内原位检测和动态监测方法

对于它们的生物功能研究与疾病诊断和治疗具有十分重要

意义。 

化学化工学院鞠熀先教授研究组针对细胞内功能生物分子

原位检测手段缺乏及难以定量的问题，在 973 计划“仿

生分子识别技术在生物医学应用的基础研究”（2010-

2014）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2006-2014）

和重点项目（2012-2016）等资助下，组成致力于细胞内

功能分子的原位检测方法学研究的攻关小组，在细胞内

microRNA 含量（Angew. Chem. Int. Ed. 2012, 51, 

4607-4612）、细胞内端粒酶活性（J. Am. Chem. Soc. 

2013, 10.1021/ja406532e ） 、 细 胞 膜 糖 基 （ J. Am. 

Chem. Soc. 2008, 130, 7224-7225；Angew. Chem. 

Int. Ed. 2009, 48, 6465-6468）、细胞内糖基转移酶活

性等分析新原理与新方法研究取得重要有实用价值的研究

成果。 

该课题组在细胞内 microRNA 的识别、成像和原位检测

方 面 连 续 构 建 了 聚 乙 烯 亚 胺 包 裹 石 墨 烯 纳 米 带

（Biomaterials 2011, 32, 3875-3882）、叶酸功能化的

荧光 SnO2 纳米粒子（Angew. Chem. Int. Ed. 2012, 51, 

4607-4612）和壳 聚糖-聚 谷氨 酸复合 物（Plos ONE 

2013, 8, e65540 ） ， 实 现 了 细 胞 内 microRNA 与

microRNA 前体的选择性成像与原位定量。 

近期，该课题组设计了一种具有荧光“关-开”功能的响

应型多孔硅纳米（MSN）探针，用于细胞内端粒酶的原

位成像和定量（图 1）。该探针用含端粒酶底物序列的单

链 DNA 将荧光素包裹在多孔硅纳米粒子中，并在其孔壁

共价固定荧光猝灭剂，形成荧光“关”状态。在端粒酶存

在下，端粒 DNA 序列被延长，形成首尾序列互补的单链

DNA，导致两端杂交形成环状结构，使包裹 DNA 脱离探

针表面，释放出探针中的荧光素，使荧光状态转换为“开”

（图 2）。 该方法可以用于细胞内端粒酶的原位定量（图

3），通过端粒酶活性的检测区分肿瘤细胞和正常细胞，

并监测肿瘤细胞在药物作用下端粒酶活性的动态变化（图

4），对肿瘤诊断、治疗以及监测技术的发展都具有实用

意义。论文由 11 级博士生钱若灿和丁霖副教授为共同第

一作者，鞠熀先教授为通讯作者完成，于 2013 年 8 月

26 日以通讯形式在《美国化学会志》发表（Ruocan 

Qian, Lin Ding, Huangxian Ju*, Switchable 

fluorescent imaging of intracellular telomerase 

activity using telomerase-responsive mesoporous 

silica nanoparticle, J. Am. Chem. Soc. 135 (36), 

13282-13285 (2013)，DOI: 10.1021/ja40653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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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 MSN 探针的细胞内端粒酶活性检
测示意图。 

图 2 端粒酶存在下 MSN 探针的“关-开”响应。 

图 3 细胞内端粒酶的原位定量检测。 

图 4 三种端粒酶抑制剂对细胞内端粒酶活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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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P 报道程建春课题组在单向声传播方面的最新工作 
撰稿人: 物理学院  梁彬 

最近，物理学院声学研究所程建春课题组在声单向调控研究方面取得进展，其工作发表在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上
（Appl. Phys. Lett. 103, 053505，2013)。该工作首次提出了一种由具有近零折射率的声超构材料构成的二维声棱镜
结构，实现了高效的声单向传输效应（图 1）。由于近零折射率材料固有的隧穿效应，能够使沿“正方向”上出射波的
波形基本与入射波完全相同，且其出射方向可通过改变棱镜倾角进行近乎任意的调控（图 2），这对于医学超声成像与
治疗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该工作解决了现有声单向器件无法保持入射波波形的难题，极大提高了此类器件在医学超声
等领域产生应用的可能性。 

2013 年 11 月 2 日 ，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AIP) 将 这 一 工 作 作 为 Highlight 进 行 专 文 报 道
（http://publishing.aip.org/publishing/journal-highlights/designing-acoustic-diode），见图 3。报道中指出“大
多数人都对超声在孕前检查中的角色很熟悉：通过反射波构建出显示胎儿轮廓的斑驳不清的灰度图。而现在中国南京大
学的科学家提出了一项声二极管的新技术，将有望通过改变声波传输方式来显著改善声学成像的质量”。随后，Science 
Daily、Physics News、PHYSORG、e-Science News、TermSciencE、Eurekalert、Computer Magzine 等多家网站
相继转载了 AIP 对该工作的新闻报道。 

 

 

 

图 1 Angew. Chem. Int. Ed.内封面。 图 1 (a) 实现声单向传输的结构：由一个零
折射率材料构成的棱镜。(b) 从空气和零折
射率材料的慢度图可以推出临界角。 

图 2 倾角为 的声棱镜系统在 (a) 正向和 (b) 反向
入射下的声压分布图。倾角为 的声棱镜系统在 
(c) 正向和 (d) 反向入射下的声压分布图。 

图 3 AIP 以 Highlight 形式专文报道程建春课题组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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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红教授课题组在金属诱导的 B-H 及 C-H 键活化方面的

研究再获进展 
撰稿人: 化学化工学院  

十二顶点碳硼烷含硼高、热稳定性好、生物毒性低，其衍生物应用于硼中子捕获疗法(BNCT)实现癌症治疗是当前碳硼烷
化学的一个重要的分支。然而在碳硼烷有机官能团修饰的过程中，由于 B–H 键酸性极弱，硼端取代的难度较大，加上多
个 B–H 键存在，很难控制取代位点。传统的修饰方法是先对硼端进行碘代, 再与 Grignard 试剂通过钯催化偶联，但是难
以实现碳硼烷硼端直接选择性的特殊官能团化。 

燕红教授课题组通过加入可提供 3 个电子（3e）的有机分子诱导 Co 金属实现了室温下 B-H 及 C-H 键的同时活化，建立
了碳硼烷、环戊二烯基（Cp）两个惰性基团通过 B-C 键的直接偶联，获得了新型的碳硼烷功能化基团 Cp 配体（J. Am. 
Chem. Soc. 2012, 134, 10341-10344）。  

在此基础上，最近燕红教授课题组取得了新进展，他们直接利用半夹心钴碳硼烷二硫醇配合物与炔烃反应实现了 B(3)位
点选择性取代，获得了含降冰片烯类取代基的新颖产物。半夹心钴碳硼烷二硫醇配合物的钴中心有 16 个电子，价态是
+3，而与活泼炔烃反应后可以直接生成两类钴中心 17 电子的中间体，价态为+2 的磁性化合物，其结构上的特征是 B(3)
位点被降冰片烯基取代。他们利用密度泛函理论(DFT)对关键的 17 电子中间体的形成做了详细研究，结果表明反应经过
一系列步骤，包括炔烃插入 Co−S 键，B−H 键活化，Cp 配位模式（从η5 到 η4, η3,η2 及η1）转化，B−Cp 形成以及
Cp 参加的 Diels-Alder 反应，远远超出了现有的碳硼烷反应类型，这些结果发表在 J. Am. Chem. Soc. 2013, 135, 
11289–11298。 17 电子钴配合物中 Co−S 键依然具有反应性，可以与炔烃反应并得到脱金属的有机产物，从而大大降
低了生物毒性，将其应用于抗菌研究已取得了成效，结果发表在 Biomaterials, 2013, 34, 902–911。该研究成果系统性
地展现了钴促进的碳硼烷 B−H 键直接活化并生成一系列结构新颖的降冰片烯基取代的碳硼烷衍生物，为此类化合物的进
一步应用探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上述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及科技部-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等基金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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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杂志精选：科学家获得氢键实空间图像 
撰稿：中国科学报 2013 年 10 月 28 日 

“我们在实验室直接观察到了分子间氢键！”10
月 25 日，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研究员裘晓辉告诉
《中国科学报》记者。研究团队在超高真空和低温
条件下，通过原子力显微镜（AFM）观测在铜单
晶表面吸附的 8-羟基 喹啉分子，获得了其化学骨
架、分子间氢键的高分辨图像。这一研究已在《科
学》杂志在线刊登，并将于近期正式发表。 

一直以来，科学界普遍认为氢键是一种弱的静电相
互作用，单分子尺度的氢键构型难以用红外、核磁
共振、X 射线晶体衍射等传统的实验技术直接获取。

裘晓辉团队此次获得的氢键图像是国际上首次在实
空间直接观测到分子间的氢键作用。 

对氢键特性的精确实验测量，一方面有助于从科学
上阐明氢键的本质，解开自然界诸多奥秘。“另一
方面，我们在原子、分子尺度上获得关于物质结构
和性质的信息，对于功能材料及药物分子的设计也
有重要意义。” 

此项研究由裘晓辉团队和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季威
小组合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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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AS》杂志精选：石墨烯量子晶体管可用作 DNA 感

测器 
撰稿：科技日报 2013 年 11 月 5 日 

在基因组测序技术领域，科学家在不断追求速度更快、成

本更低的方法和设备。据物理学家组织 网 10 月 30 日报

道，最近，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最近开发

出了一种新奇的方法：把石墨烯纳米带（GNR）夹在两

层有纳米孔（内径约 1 纳米）的固体膜中间，再让 DNA

分子穿过这种“三明治”设备，以此来感知辨认所通过的

DNA 碱基对。 

研究人员设计的 DNA 感测器是一种以石墨烯为基础的场

效应类晶体管设备，能探测 DNA 链的旋转和位置结构。

实现这一点的关键是利用了石墨烯的电学性质，制成的

GNR 可以多方调节，改变它的边缘形状、载流子浓度、

纳米孔位置等，由此来调节它的电导率和对外部电荷的灵

敏度。 

“在这一专业领域，当前主要的实验研究是模型模拟。”

这里面临着许多难题和挑战，让-皮埃尔•莱伯顿教授介绍

说，常用的密度泛函理论（DFT，一种物理学和化学中所

用的量子力学模型方法，用于研究多物体系统的电子结

构），仅限于固体系统中，而我们所处理的是一种固—液

混合系统。此外，DFT 还要对石墨烯纳米带假设一些过于

简单和理想化的条件，比如 GNR 宽度要一致，边缘要规

则，纳米孔还要位于石墨烯带的中心，没有电解液的静电

穿透等。  

“在我们的方法中，我们使用一种多轨道紧绑（TB）技

术，比 DFT 处理的原子数量要大得多，而且考虑了 GNR

宽度不一，边缘不规则，以及纳米孔大小和位置不同等问

题。”莱伯顿解释说。此外，他们用一种多尺度法处理了

双混系统。 

研究人员指出，其他领域也可能从这项研究中受益。比如

开发新的小型生物电子设备，广泛用于个体化医疗。莱伯

顿说：“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是生物学与纳米电子学

在分子水平上的互动。纳米电子设备带给我们控制生物信

息的可能，利用生物处理海量信息的能力，开辟信息处理

技术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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