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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两成果荣获 201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撰稿人：新闻中心
2014 年 1 月 10 日,从在北京召开的 2013 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传来喜讯，我校获得 2013 年度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和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
项。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的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系周志华教授等完成的研究成果《基于不充分信
息的机器学习理论与方法研究》。智能化是信息
科学技术发展的主流趋势，而机器学习是实现智
能信息处理的关键。机器学习领域研究的根本问
题是如何基于已有的数据信息学习出强泛化性能
模型。现实任务常面临信息不充分性，对学得强
泛化性能模型造成严重制约。为突破这一瓶颈，
项目组开展了长期深入的研究，建立了基于不充
分信息的机器学习理论与方法。20 篇核心论文发
表在《ACM/IEEE Trans》等本领域内一流国际期
刊与国际会议上，被他引 3600 余次。成果受到国
际 同 行 广 泛 重视 和 高度 评 价 ， 被 国际 权 威单 位
（哈佛大学等）、知名学者（十余名美、英、加
院士、多种重要国际学术奖的多位得主、40 余种
国际期刊主编、50 余种国际会议主席、60 余位
ACM/IEEE Fellow 等）大量引用、转述、推广、应
用。该成果获发明专利 6 项；研制系统两次获国
际竞赛冠军；为我国信息科学技术事业输送了优
秀人才。
环境学院任洪强教授等完成的研究成果《污染物
微生物净化增强技术新方法及应用》获得国家技
术发明奖二等奖。日趋复杂的污染物抑制影响以
及国家不断提高的环境管控标准，导致大批建成
的生物治污工程面临着增效提标的巨大压力。该
项目发明涵盖微生物活性、反应器效能、净化工
艺等全程增效的微生物净化实用工程技术方法，
在江苏、浙江等 23 个省(市)106 个制药、化工、
发酵等废/污水处理和低浓度恶臭气体净化的重要

工程中成功应用，为实现我国污染物减排目标做
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形成了工程设计、反应器
制造、工程承包、技术服务的产业集群和产业技
术创新链，引领了我国生物净化增强新技术的发
展，带动了生物治污行业技术进步。该成果获授
权有效核心发明专利 36 项(含美国发明专利 2
项)、授权有效实用新型专利 10 项，获国家或省
环保优秀(示范)工程 3 项、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
用技术 4 项，关键核心技术成果曾获教育部和省
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计 3 项。
据了解，从 2000 年至今，南大获 1 项国家自然科
学一等奖、18 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4 项科技
进步二等奖、4 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覆盖了生
命科学、物理、数学、天文、化学、材料、信息
等学科，体现了南大作为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
优势和特色。
另悉，我校物理学院闻海虎教授作为主要成员参
与完成的“40K 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的发现及若干
基本物理性质的研究”，获 2013 年度国家自然科
学一等奖。

左为任洪强教授，右为周志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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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基金委颁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管
理办法》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高翔
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务会议通过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创新群体管理办法》），自 2014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2001 年 2 月 27 日公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试行办法》）同时废止。
新的《创新群体管理办法》是依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而制定。新的《创新群体管理办法》明确了
基金委的管理职责；细化了申请创新群体项目应当具备的条件和要求；规定了创新群体项目评审流程和批
准程序；强调了项目实施过程中基金委、依托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参与者的责任和义务。
新的《创新群体管理办法》要求申请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必需具备以下条件：（一）具有承担基础研究课题
或者其他从事基础研究的经历；（二）保证资助期限内每年在依托单位从事基础研究工作的时间在 6 个月
以上；（三）具有在长期合作基础上形成的研究队伍，包括学术带头人 1 人，研究骨干不多于 5 人；
（四）学术带头人作为项目申请人，应当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较高的学术造诣和国际影响
力，申请当年 1 月 1 日未满 55 周岁；（五）研究骨干作为参与者，应当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或博士学位；（六）项目申请人和参与者应当属于同一依托单位。依托单位应当组织学术委员会或者专家
组对项目申请提出推荐意见，应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核。
与旧的《试行办法》相比，新的《创新群体管理办法》取消了候选创新研究群体的产生采取相关部委及自
然科学基金委科学部推荐的方式，改为申请人应当按照年度项目指南要求，通过依托单位提出书面申请。
增加了 5 日的公告期，公告予以资助项目的名称以及依托单位名称。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研究期限由原来的
“3+3+3”模式改为“6+3”模式。自然科学基金委在项目实施中期，组织同行专家对项目进展和经费使用
情况等进行检查，作出是否继续资助的决定。项目负责人可以根据研究工作需要在资助期限届满 6 个月前
提出延续资助申请，延续资助期限为 3 年。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得变更依托单位，依托单位不得擅自变更
项目负责人并保证参与者的稳定。创新群体项目资助或者延续资助期满之日起 60 日内，项目负责人应当
撰写结题报告、编制项目资助经费决算；取得研究成果的，应当同时提交研究成果报告并对结题材料的真
实性负责。

我校举办国家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培训会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谢彤
我校于 2013 年 12 月 28 日在南京大学知行楼二楼报告厅举办“南京大学国家科技项目经费管理培训会”，会议邀请科技
部条件财务司会计与监督处杜清海处长做了科研经费管理的培训报告，李成校长助理主持了培训会，科技处、财务处的
相关领导出席了培训会，全校近 100 多课题负责人、科研秘书等参加了培训。
杜清海处长详细解读了科技部、财政部新近出台的科研经费管理的制度和新举措，强调各课题要按预算使用经费，特别
强调需注意预算额度不能调增科目的经费支出如设备费、会议费、差旅费、专家咨询费、国际合作和交流费等；详细指
导了如何做好预算减少核减率；列举了种种违规使用经费的案例。培训会最后进行了互动，课题负责人就预算核减、结
余经费上缴等问题进行踊跃提问，杜处长均一一做了解释。会场气氛热烈，取得了良好成效。
本次培训对进一步提高我校科研经费管理水平和科研经费使用效益将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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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科学不工程学院 2013 年度科研工作取得新突破
撰稿人：地球科学不工程学院、科学技术处
2013 年，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根据地球科学发展趋势和南京大学对院系科研工作的要求，在院党委和行政的支持和推动
下，加快推进科研体制改革，适时适度调整科研发展思路，在完成各项工作“量”的突破的基础上，全体师生共同努
力，追求高水平的科学研究，在“质”的方面有了更大的提升。
1. 科研工作抓质量，加强立项把关，提升项目申请命中率，确保科研学术水平。根据我校统计数据显示，地科院今年科
研经费到账 9973 万元，获得自然科学基金 31 项，其中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资助率达 59.09%，位居全校第一；今年地科
院有 2 位老师参加重点项目答辩，在答辩前，学院组织了预答辩会议，对项目的选题依据、关键科学问题、研究内容与
创新点等提出了具体意见和建议，最后两个项目都获得批准，并列全校第二。
2. 在实现发表 SCI 论文和发表高水平 SCI 论文的两大跨越后，地科院高度重视在学科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近几年，地
科院发表 SCI 论文连续破百，今年发表 SCI 论文 123 篇，其中在本学科顶级期刊——《地球化学与宇宙化学学报》
（GCA）、《地球与行星科学通讯》（EPSL）、《地球物理学研究杂志》（JGR）上发表论文 14 篇，在 GCA 上发表文章的
数量居全国同行单位之首。今年地科院还有一篇文章已被 Nature Communication 正式接收，实现了地科院在此方面零的
突破。
3. 地科院在科研工作方面坚持抓重点，以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和服务国家重大需求为目标，在国家重大科研奖项、973 重
大项目等方面开始新的突破。地科院今年组织相关课题组积极申报国家级奖项，周新民教授的“华南花岗岩”项目已获
教育部推荐，准备申报国家奖。地科院还主持召开了科技部“地球深部过程与成矿作用”战略调研方向之“花岗岩省形
成的深部过程与成矿作用”的研讨会，为接下来申报 973 项目做好前期准备。
4. 坚持以“学科现代化建设”为动力，发展新兴科研方向，推动科研工作迈上新台阶。地科院充分利用“ 211”、
“985”和优势学科的经费，推动各个学科建设，已取得了明显成效：地科院传统优势学科“地质学”在教育部学科评估
中并列全国第一，“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作为新兴学科，在学科评估中并列全国第六。
5. 重视科研工作的持续性发展，着力培养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地科院创造条件鼓励青年教师开展尖端科
研，对青年教师成长采取了压担子、给机遇的策略。继去年地科院有 3 名青年教师获得“优秀青年基金”之后，2013 年
又有 2 名教师获得此项目。除此之外，地科院还积极推进“研究生科研主力军”计划，以科研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稳步
提高。在研究生生源质量和科研投入逐年提高的情况下，今年以研究生为第一作者发表 SCI 论文 68 篇。
6. 学院以科学研究为推手，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打造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加快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工作，增加学院影响
力。今年，陈骏教授新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吉春教授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舒良树教授荣获李四光地质科
学奖，地科院新增两名中组部“青年千人”，王孝磊老师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项目支持，青年教师唐朝生获
得中国地质学会青年地质科技奖“金锤”奖，黄周传获得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傅承义”奖。
地科院 2013 年在科研上取得的成果与学校的支持密不可分，面向未来，地科院全体师生将根据学校提出的“高精尖”要
求，瞄准高水平地球科学研究，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体系，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围绕重大科学问题和国家重大需求，打
造出一批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力的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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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学院 2013 年度 SCI 论文发表成绩显著
撰稿人：环境学院、科学技术处
2013 年度环境学院发表 SCI 论文成绩显著，在一级学科
一区期刊上发表论文总篇数是 2012 年度发表总篇数的
2.2 倍。
据 Web of Science 引文索引数据库检索结果，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2013 年 SCI（E）收录我院文献 226 篇，
其中，在学科群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 1 篇、一级学科一区
期刊上发表论文 46 篇、一级学科二区期刊上发表论文 59
篇、一级学科三区期刊上发表论文 60 篇。毕军教授课题

组最新研究成果《福岛核事故对中国核电站附近居民的核
电风险感知的影响》（Effect of the Fukushima
nuclear accident on the risk perception of
residents near a nuclear power plant in China）发
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vol. 110, page 19742–
19747) ，实现了环境学院在高水平学科群一流期刊发表
论文的突破。

图 1.南京大学环境学院 2011-2013 年度 SCI 论文数变化图

图 2.南京大学环境学院 2011-2013 年一区期刊论文数据变化图（单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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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两个协同创新中心获认定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近日，我校软件新技术与产业化协同创新中心和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获江苏省政府认定为江苏高校协同创
新中心。至此，我校牵头建设的江苏高校协同创新中心已增加至 5 个。
软件新技术与产业化协同创新中心由我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牵头，联合东南大学等省内知名高校，中国电子科技集团
公司第二十八研究所等行业重点研究所，南京联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骨干企业共同建设。该中心聚集省内计算机
学科优势资源，面向江苏省软件产业发展的重大需求，围绕产业发展急需的核心关键技术进行技术攻关和产品研发。运
行一年多来，该中心以前瞻性技术布局、主流关键技术攻关、目标产品内涵提升为切入点，在人机物融合的网构化和智
能化软件新技术、大数据处理与智能分析、网络与信息安全、移动网络与泛在服务、云计算与服务技术、软件生产线与
领域建模技术、自然化信息服务与知识工程等方面开展协同创新，已取得一批创新性成果。
中国文学与东亚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由我校文学院牵头，参与单位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
文学研究所、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文化厅、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等，开展校校、校所和校企协同创新。该中心旨在探索
中国文化在东亚文明中重新确立其应有地位的时代课题，巩固中国和东亚地区文明对话的话语权，挖掘并提升江苏本地
历史文化资源的地位，为发挥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江苏文化强省这一国家和地方重大文化战略做出应有的贡献。
自国家启动 2011 计划以来，我校把握机遇、统筹规划、科学布局、扎实推进，协同创新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成为全国协
同创新中心建设成绩最突出的高校之一。截至目前，我校已有牵头的国家 2011 协同创新中心 1 个、江苏高校协同创新中
心 5 个，主要参与的国家 2011 协同创新中心 1 个、江苏高校协同创新中心 12 个，2013 年到校专项经费逾 4000 万元。

我校组织召开我校空气污
染方向学科发展座谈会
撰稿人：大气科学学院
2014 年 2 月 9 日下午，科技处组织我校空气污染相关领域专
家座谈会，对我校相关学科的发展规划进行了座谈。会议由
潘毅副校长主持，中科院院士符淙斌教授、李成校长助理、
科技处负责人以及大气科学学院、环境学院、现代分析中心
相关专家参加了座谈。会上，大气科学学院丁爱军教授介绍
了国内相关高校在大气环境和空气污染方向的研究优势以及当前围绕空气污染问题环境保护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
部门未来的相关规划，并分析了我校相关学科在当前空气污染相关领域的研究基础和特色；环境学院毕军教授介绍了关
于大气污染控制方向建设交叉研究结构的设想和初步方案；现代分析中心董林教授介绍了分析中心相关研究基础。与会
专家一致认为，我校在相关领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特色和优势，应进一步考虑如何组织和整合力量、突出我校相关学科
的既有优势，进一步发展我校相关学科，为满足国家和地方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一迫切需求贡献力量。经专家提
议，学校近期还将由科技处进一步组织相关学科专家就空气污染及其治理问题以及如何推动校内外相关问题的合作开展
战略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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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大学）召开第一
届学术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撰稿人：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大学）于 2014 年 1
月 11 日在南京召开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洪渊院士，副主任委员叶朝辉院
士，学术委员会高级顾问俞汝勤院士、姚守拙院士、林其
谁院士，委员张玉奎院士、柴之芳院士、万立骏院士、江
桂斌院士、张先恩研究员、张新荣教授、王柯敏教授、邵
元华教授、张学记教授、逯乐慧研究员、庄乾坤教授、鞠
熀先教授、朱俊杰教授出席了本次会议。教育部科技司雷
朝滋副司长莅临指导，南京大学校长助理李成教授、科学
技术处副处长姜田博士和实验室成员参加了会议。
学术委员会主任陈洪渊院士、副主任委员叶朝辉院士分别
主持了汇报会与讨论会，校长助理李成教授致欢迎词、雷
朝滋副司长作会前指导。实验室主任鞠熀先教授就 2011
年实验室建设以来及 2013 年实验室的基本情况、队伍建
设、科学研究、对外开放与交流、发展思路等向委员们作
了全面总结汇报，实验室青年学者雷建平教授、张艳教
授、刘震教授、丁霖副教授和王伟教授分别汇报了一年来
实验室在各研究方向的最新进展。

与会委员对实验室在 2011-2012 年两年建设期内的快速发
展及圆满通过验收表示了由衷的祝贺。实验室立足分析化
学，定位于生命分析化学的基础研究，坚定地履行既定目
标，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盘点建设期后的 2013 这一年，
实验室共获科研总经费 1.998 亿元，包括新增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重大仪器专项、优青和面上项目等经费 9934.5
万元；发表 SCI 论文 230 篇，影响因子大于 10.0 刊物 8
篇，大于 5.0 刊物 96 篇；获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
项、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1 人。新增“青年千人计划”学
者 2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1
名、国家自然科学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1 人，培养博士
28 人、硕士 33 人、出站博士后 4 人；在国际会议作学术
报告 51 人次、国内外学术机构邀请报告 47 人次；2011
年以后发表的论文已被 SCI 刊物他引 3606 次，实验室的
国际影响力得到明显提高。
会上，委员们对国家重点实验室进入正常运行后如何稳步
发展和发挥辐射作用提出了战略性的建议。

现代分析中心中海油南黄海 I 期研究项目通过终期验
收、II 期项目正式起动
撰稿人：现代分析中心中海油研究项目组
由我校现代分析中心王银喜教授主持的中国海洋石油股份有限公司 “南黄海地质年代学与石油开发研究” 的 I 期项目
顺利通过终期验收和评审。并且王银喜教授领衔的团队通过中海油总公司（部级）公开招标又一举拿下了南黄海地质年
代学与石油开发研究”II 期工程研究项目。这是王银喜教授团队通过公开招标主持承接 2014 年度（南黄海上部）第四
个重要科学研究合同，也是现代分析中心与地科学院深化合作以紧跟国家能源战略目标为导向,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而
走出的科技创新与院系学科发展互利共赢的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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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通讯》发表南京大学姜宝玉团队最新研究成果
撰稿人：地球科学不工程学院
2014 年 2 月 5 日，《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在
线发表了南京大学姜宝玉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新证据表明火山碎
屑 密 度 流 导 致 了 热 河 生 物 群 的 特 异 埋 藏 》 （ New evidence
suggests pyroclastic flow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remarkable
preservation
of
the
Jehol
biota ，
http://www.nature.com/ncomms/2014/140204/ncomms4151/full/n
comms4151.html）。
作为中生代最重要的化石宝库之一，热河生物群产出大量的动植物
化石，如早期鸟类、长毛恐龙、原始哺乳类动物和早期被子植物
等。热河生物群的化石保存通常非常完整并且精美。鸟类和恐龙类
化石除保存完整硬体部分外，还保存了完整羽毛、“羽毛”状皮肤
衍生物和皮肤印痕等软体组织，一些恐龙化石甚至还保存了食物残
留物（蜥蜴类和哺乳类骨架）及胃石、卵等其它生理组织。
相对于系统古生物学研究取得的巨大进展，热河生物群的埋藏学研
究还相对较弱。较系统的埋藏学研究始于上世纪末，很多学者都已
通过对这一地区早白垩世中期的气候、火山活动、沉积环境和生态
系统的重建，探讨了形成热河生物群特异埋藏的宏观和微观环境。
然而，有关热河生物群如何形成的几个关键问题：如，这些生物是
如何死亡的，大量的陆生动物是如何被搬运到湖泊中保存的，什么
因素导致这些生物的遗体没有被湖泊生物、尤其是微生物分解从而
得以完美的保存等，一直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
由我校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姜宝玉副教授主导的研究团队，通过对
采自热河生物群五个主要化石产地产出的 14 块恐龙和鸟类化石及
其赋存的岩石的研究，发现这些化石均保存于由火山射气岩浆喷发
形成的火山碎屑密度流（PDCs）沉积中。PDCs 是火山爆发时形成的
一种微细火山灰（尘）和岩浆气组成的高速炙热流体（最大流速可
达 700 公里/小时，最高温度可达 1000 摄氏度），是火山爆发造成
伤亡最大一种方式，曾分别于 79 AD 和 1902 年造成意大利 Pompeii
和法国 St. Pierre 成千上万人的死亡。他们在化石中发现的一些
证据显示这些陆生脊椎动物是被炙热的 PDCs 杀死并携带到湖泊中
快速掩埋起来的。如北票四合屯著名的鸟化石层保存的鸟化石的头

图 1: 热河生物群陆生脊椎动物化石的埋藏姿势。

尾沿着一定的方向排列，这与在空旷地带遭遇 PDCs 的遇难者的排
列方式一致；多数陆生脊椎动物化石都呈拳击手状的姿势保存（微
微向前凸的脊椎和向后凸的颈椎，弯曲的肘部和收缩的腕部和指，
图 1），这种保存姿势与 PDCs 的遇难者受高温作用所致、由死后肌
肉和韧带收缩所形成的姿势非常相似；化石表面广泛保存一层由高
温弱氧条件下（类似烧烤）形成的、已经炭化了的软体组织；骨骼
化石表面具有不对称的凹坑、十字型的裂隙以及哈弗斯管
（haversian canals）周围的片状结构在化石表面明显消失，这与
庞贝城 PDCs 遇难者骨骼特征和骨骼高温实验结果相同。PDCs 的一
些特性，如流速大（形成的气浪堪比原子弹爆炸）、高温低氧、火
山灰（尘）粒度极细、沉积速率高等，有利于卷入大量遭遇的生
物、风干软体组织（木乃伊化）和阻止微生物的分解，从而导致大
量陆生动物在湖泊中的特异埋藏。
这项成果首次提出，像现在的火山碎屑密度流一样，白垩纪中期
（大约一亿两千万年到一亿三千万年前）火山碎屑密度流不仅导致
了中国东北地区以恐龙为主的陆生动物的大规模死亡，而且还搬运
一部分动物遗体到湖泊中埋藏起来。这种灾难性的事件记录下了中
国东北地区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白垩纪中期的陆地生态系统，就
像被 AD 79 年 Vesuvius 火山爆发掩埋的罗马庞贝城一样。像通过
重建庞贝城了解当时的历史和文化一样，通过对这个生态系统的研
究，我们可以恢复这一时期陆地生物的多样性和生命演化的一些关
键环节，如鸟类、哺乳动物和被子植物的起源和早期演化等。
《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于北京时间 2 月 5 日
在 线 发 表 了 这 项 成 果 。 包 括 Science 、 National Geographic 、
History、NBC News、BBC News、UPI.com、SPIEGEL ONLINE、Der
Standard、Neue Züricher Zeitung 和 USA Today 等在内的数十
家国际主流媒体几乎同时在科学版显著位置上报道了这一成果。宾
夕法尼亚大学古人类学家 Janet Monge、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生
物学家 Mark Norell 等知名学者也对这一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项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 973 项目的联合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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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发表我校参不完成世界首只基因敲除猴成果
撰稿人：模式动物研究所
南京大学模式动物研究所继利用 CRISPR/Cas9 系统成功得
到世界首只基因敲除小鼠之后，继续改进该系统，参与南
京医科大学、云南省灵长类生物医药研究重点实验室联合
项目，获得世界首只基因敲除猴。该成果以主题为《制作
基因敲除食蟹猕猴：在单细胞胚胎中应用 Cas9/RNA 基因
打靶技术》的论文形式（Generation of Gene-Modified
Cynomolgus Monkey via Cas9/RNA-Mediated Gene
Targeting in One-Cell Embryos,
http://www.cell.com/abstract/S0092-8674(14)000798）于 2014 年 1 月 30 日在线发表于《Cell》杂志。南京
大学模式动物研究所研究团队为共同第一和通讯作者。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干细胞生物学家 Hideyuki Okano，匹
兹堡大学生殖学家 Gerald Schatten 等知名学者也对这一
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CRISPR/Cas 系统是细菌进化形成的免疫防御机制，以抵
御病毒和 DNA 入侵。改造此系统，用于基因组改造，无需
胚胎干细胞，直接受精卵注射，可实现基因精确定点插
入。时间与材料成本较传统方法大大下降。该基因敲除猴
使用 198 个受精卵，经 CRISPR/Cas 改造得到 83 个胚胎，
转孕于 23 只母猴，最终两只双胞胎出生，四只在孕。三
个设计靶向基因中的两个，PPAR-γ 和 RAG-1 得以敲除。

《Nature》、《Science》杂志都对这一成果进行了及时
报道。CRISPR 技术的引领者之一、麻省理工学院张峰，

基因敲除是将细胞基因组中某基因去除或使基因失去活
性的技术。去除原核生物细胞、真核生物的生殖细胞、体
细胞或干细胞基因组中的基因等。广义的基因敲除包括某
个或某些基因的完全敲除、部分敲除、基因调控序列的敲
除以及成段基因组序列的敲除。常用同源重组的方法。敲
除的基因用以观察生物或细胞的表型变化，是研究基因功
能的重要手段。
此技术是由马里奥〃卡佩奇、马丁〃埃文斯与奥利弗〃史
密斯所开发，最初是以基因敲除小鼠（knockout mouse，昵
称：KO mouse）完成实验，三人并因此获得 2007 诺贝尔医
学奖。
基因敲除技术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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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通讯》发表我校潘力佳、施毅团队最新研究成果
撰稿人：电子科学不工程学院
我校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潘力佳、施毅研究组与美国斯坦福大学鲍哲南教授合作，在功能电子器件研究中取得重要突
破。他们通过使用空心球微结构的导电高分子薄膜实现了超高灵敏度的新型压力传感器。该研究成果 1 月 6 日在线发表
在《自然—通讯》上（Nature Communications,2014,5,3002）。
压力传感是电子皮肤等功能电子器件的重要功能。弹性材料在压力传感器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均匀分布压力、提供形
变空间、保证器件的实时电学接触。然而电容及电阻型压力传感器多使用橡胶作为弹性材料，使得器件性能受制于 弹性
材料的本体力学性能，如：高杨氏模量导致低的灵敏度，粘弹性导致慢的响应速率和长的响应时间，热胀冷缩导致在不
同温度下差的信号稳定性。
通常导电聚合物都是硬的、不可压缩的固体。该团队通过多相反应的途径，将导电聚合物制备成具有空心球微结构的水
凝胶，并提出了基于空心球微结构弹性的新型压力传感器结构(图 1)，解决了这些通常伴随着实体弹性材料的问题。新
的材料具备极低的有效弹性模量，能借助电极-结构弹性材料的界面电阻，实现超快的响应速率（50ms）（图 1d）、低
电阻-压力回滞（图 1e），并获得了优良的循环性能和温度稳定的压力传感性能。他们通过铸模的方法将聚吡咯薄膜微
结构化（图 2），实现了超高的灵敏度（在微小压力范围内呈现高达 133.1kPa-1 的灵敏度，刷新了已有报道的最高记
录）。具备极低检测阈值（在器件面积为 1 cm2 时可检测轻如一片花瓣<1Pa 的压力），灵敏度更胜人类皮肤。
此外，该团队所提出的借助全溶液途径凝胶合成聚吡咯互相连接空心球结构的方法，适合于制备大面积的微结构弹性薄
膜及大规模传感器阵列。这类基于微结构弹性的高灵敏度压力传感器，在人机交互界面、机器人感知方面有广泛的应用
前景。例如：图 3 为一个可动态监测棋局压力传感器阵列的演示实验：通过棋盘上的 64 像素压力传感器阵列反馈的电阻
值，再现了王兵残局战况。其中单个像素的传感器对不同棋子的实时响应参考视频：
http://www.nature.com/ncomms/2014/140106/ncomms4002/extref/ncomms4002-s2.avi
论文第一作者为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潘力佳博士。该研究团队对于导电高分子水凝胶及其微结构在电子器件应用
的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已经在包括 PNAS，ACS Nano，Energy & Environ. Sci.等在内的刊物上发表了系列论文。
该项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技部重大科学研究计划、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国家留学基金委项
目的资助。

图 1: 微结构弹性的导电高分子薄膜及其压力-电阻响应。（a）空心球结构聚
吡咯的结构弹性示意图；（b）多相合成方法合成空心球结构聚吡咯水
凝胶示意图；（c）聚吡咯水凝胶照片及其透射电镜图像；（d）空心球
结构聚吡咯薄膜的压阻效应；（e）压阻器件的瞬时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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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聚吡咯空心球薄膜的进一步微结构化提
高器件灵敏度。（a）溶胶-凝胶的特殊
合成方法使得聚吡咯空心球微结构薄膜
可以通过铸模的方法进一步微结构化；
（b）微图形化后的聚吡咯薄膜表面；
（c）微结构化后压阻器件的灵敏度超
过 100 Pa-1；（d）压阻器件的最低
检测阈值创纪录的陈低到 1Pa，可以探
测到轻如一片花瓣的重量。

图 3. 演示实验：实时监测棋局战况的压力传感器阵列。（a）棋盘上的 64 像素压力传感器阵列及现实世界中的
一盘王兵残局；（b）根据传感器阵列电阻值重构的虚拟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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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学院发现经典死亡蛋白 FADD 的多种新生
物学功能
撰稿人：生命科学学院
FADD 是死亡受体介导的细胞凋亡途径的一个重要信号转导蛋白质，是一个公认的经典凋亡蛋白分子。多年来，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医药生物
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华子春课题组独辟蹊径、努力探索和挖掘国际上这一公认的细胞死亡蛋白在细胞凋亡以外的新生物学功能。华子春课题
组经过长期、艰苦的潜心研究和摸索，在刚刚过去的 2013 年，课题组围绕 FADD 的新生物学功能取得了多项研究进展。
该课题组程伟博士在国际上首次发现 FADD 具有调控细胞迁移的新功能，其分子机制是通过 FADD 调控蛋白激酶 CPKC)信号的失活来实现（J
Biol Chem. 2012, 87:26126-26135）。在后续研究中，程伟博士还首次发现了 FADD 具有调控动物衰老的新生物学功能。这种新功能与 FADD
调节细胞内活性氧水平有关。FADD 通过其磷酸化促进了动物体内活性氧水平的提高而促进衰老的发生(Antioxid Redox Signal. 2013 年 12
月 2 日在线发表）。在此基础上，程伟博士还在国际上首次发现 FADD 对肌肉干细胞命运的调节功能。FADD 能通过其磷酸化调节肌肉干细胞
的自我更新和分化，FADD 磷酸化水平决定了肌肉干细胞的功能。该结果将于 2014 年 3 月在 The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正式刊
出。
利用蛋白质学技术，课题组庄红芹博士首次发现 FADD 参与细胞代谢过程，包括脂肪酸代谢、糖酵解、三羧酸循环和氧化磷酸化等过程。在
FADD 缺失或者 FADD 磷酸化情况下，细胞中脂肪酸β氧化活性显著增强，泛素化-蛋白酶解通路也发生显著上调（Mol Biosyst. 2013,
9:2063-2078；Proteomics 2013, 13:2398-23413）。该研究结果在国际上首次报道 FADD 磷酸化能够引发线粒体功能的损伤和蛋白酶解通路
的异常。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姚淳和庄红芹两位博士合作发现 FADD 磷酸化能够在细胞及组织水平导致糖合成、糖酵解及糖异生通路活性增
强。从而成功地解释了模拟 FADD 磷酸化小鼠模型血糖水平低、糖耐受增强、肝脏糖原水平增高、但胰岛素敏感性变化不大的生理表型，并
阐明了其作用的分子机制。由此，华子春课题组通过蛋白组学鉴定与生理实验验证相结合，发现了 FADD 参与糖代谢调控---这一 FADD 全新
的非凋亡生物学功能（Mol Cell Proteomics. 2013, 12:2689-2700）。
2012-2013 年，该课题组以 FADD 分子为主题发表了 7 篇高质量研究论文，其中 Antioxid Redox Signal、Mol Cell Proteomics 各 1 篇， J
Biol Chem 论文 2 篇，Proteomics、Mol Biosyst、Mol Imaging 各 1 篇。
华子春课题组的研究大大拓展了人们对于经典死亡蛋白 FADD 的生物学功能的认识，深化了人们对 FADD 结构与功能关系的了解，向人们展示
了细胞凋亡途径与更多的非凋亡信号途径及生物学过程的内在联系及交互作用。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仍在进展之中。

图 1：FADD 在肝脏组织中
调控糖合成、糖酵解
及糖异生通路的作用
机制。

图 2：FADD 对细胞形态的影响。

图 3：FADD 调控细胞
迁移及细胞周期
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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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环境学院在石墨烯材料生物暴露过程研究方面取
得新进展
撰稿人：环境学院 董仕鹏
石墨烯自 2004 年被首次合成以来，其独特的单层碳原子二维结构使其具有优秀的机械强度和极佳的导电性能，因此这种
纳米材料在未来势必拥有巨大的应用前景。随着石墨烯越来越多的投入商业应用，它将不可避免地大量进入环境。因
此，研究石墨烯在进入环境后的生态与健康风险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迄今为止，已有研究证明石墨烯能够引起细
胞毒性，甚至能诱导一定的基因毒性效应。然而，虽然石墨烯在环境中的生物暴露研究在生态与健康风险评价中具有很
大的重要性，但是其在环境中的生物积累以及随食物链传递的迁移过程却鲜有人研究。这主要是因为还没有方法能在复
杂环境中以及生物体内对石墨烯进行准确定量。所以要开展石墨烯在环境中的生物暴露研究必须先找到一种合适的准确
定量方法。
为了克服这个困难，环境学院毛亮和高士祥课题组首次将 C-14 标记技术应用于墨烯在环境中的生物暴露研究中，发现了
一种对复杂体系中的石墨烯准确定量方法，并将此方法运用到石墨烯在环境中的生物暴露研究中，对石墨烯在水生生物
体内的富集、排泄以及母子代传递过程进行了追踪。该成果发表在 2013 年的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3, 47, 12524−12531)上。文中该课题组首先使用 C-14 标记的苯酚作为原料合成了 C-14 标记的石墨烯，证明使用
C-14 标记技术来准确定量石墨烯是可行的方法。随后该课题组将一种典型水生生物大型蚤暴露在标记的石墨烯中，详细
追踪了石墨烯在一种典型水生生物大型蚤体内的富集、排泄以及母子代传递过程。研究结果表明，在 48h 的暴露过程之
中，石墨烯能够在大型蚤肠道内大量富集，富集量随培养液中石墨烯浓度上升而增加，但是在 24h 到 48h 过程中积累量
呈现出轻微下降趋势。大型蚤在不同环境中对石墨烯的排泄则表现出很大差异，在培养液环境中石墨烯难以被排泄，而
在含有绿藻或天然有机质（NOM）的环境中石墨烯很快就能被完全排出体内。另外，暴露在石墨烯下的孕期大型蚤生产的
幼蚤体内也能观察到很少量的石墨烯，说明大型蚤体内残留的石墨烯可能被保留在育儿袋中并因此传递给下一代。
该工作采用使用 C-14 标记技术对复杂环境中的石墨烯进行定量，为开展石墨烯在环境中的生物暴露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行
有效的方法。该项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图 1. C-14 标记石墨烯的合成方法以及在大型蚤体内的富集。左图显示以 FePO4 层和十二烷胺作为支撑骨架，将
C-14 标记的苯酚加入骨架之间形成三明治状夹层，洗脱骨架即可得到 C-14 标记石墨烯；右上图显示石墨烯
明显积累在大型蚤的肠道之中；右下图显示怀孕母蚤的卵内可能保有一定量的石墨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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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通讯》发表我校刘晓宙教授课题组最新研究成果
撰稿人：物理学院
最近，南京大学物理学院声学研究所、近代声学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刘晓宙教授课题组在对声波辐射控制的实验与理
论研究中取得重要突破，该研究成果于 2014 年 1 月 24 日
发 表 在 《 自 然 — 通 讯 》 上 (Nat. Commun. 5:3188 doi:
10.1038/ncomms4188 (2014))。
众所周知，由于声波的衍射效应，在声源尺度很小的情况
下，低频声波几乎没有指向性。最常见的现象就是，当说
话者在讲话时，听者能在正前方，左方，右方，后方任何
方向听到说话者的声音。如何控制低频声波，使其能够在
特定的方向和角度上进行传播，是当今研究的最为棘手的
问题之一。该工作提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思路，通过在铁
块上设计声学人工微结构，巧妙的将铁块的边界由硬边界
变成比空气还“软”的软边界。并在实验上成功获得了具
有偶极子指向性特征的声波辐射（图 1）。然而，由于偶
极子的辐射效率比单极子要低很多，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实现高辐射效率的偶极子声辐射，课题组通过对材料的特

殊设计，获得了与单极子相同数量级的偶极子辐射效率。
为了获得更好的指向性，课题组通过进一步研究，在实验
上实现了高效四极子声辐射（图 2），并在理论上预言了
利用边界条件，实现声波的准直特性（图 3）。
该工作得到《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
审稿人的高度评价，将为实现低频高指向性的声学器件提
供新的思路，在电声设计、水声和超声医学仪器方面有潜
在的应用前景。
论文第一作者是我校物理学院 2011 级在读硕士研究生全
力，该同学由三位教授联名推荐，通过绿色通道破格保送
进入物理学院攻读硕士学位。刘晓宙教授为论文的通讯作
者。
该项研究得到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国家自然科学
基 金 项 目 和 国 家 留 学 基 金 委 项 目 的 资 助 。

图 1：b 和 c 代表声波穿过带有微结构板后的实验和理
论计算结果，d 和 e 为声波穿过无微结构板的实
验和理论计算结果，f 和 g 为偶极子辐射和单极
子辐射的示意图。

图 3：b 为声波穿过带有有
源超材料微结构的理
论计算结果。

图 2：c 和 d 为声波穿过喇叭型带有微结构的板的实验和理论计算
结果，e 和 f 为声波穿过喇叭型无微结构的板的实验和理论计
算结果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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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通讯》发表我校万青、施毅教授团队最新研究成果
撰稿人：电子科学不工程学院
我校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万青、施毅教授研究团队在神经
仿生电子学器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课题组研制出一种全
新的侧向耦合突触晶体管及其网络，实现了生物突触双脉
冲易化、高通滤波和时空信息整合等特性的仿生。有关研
究成果于 2014 年 1 月 24 日发表在《自然-通讯》杂志上
（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4, 5, 3158.
doi:10.1038/ncomms4158），对突触电子学、神经形态工
程和智能计算机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传统的冯•诺依曼计算机本身没有思维能力，只能依照固
有的程序工作，所以充其量只是一种“高级机器”。人脑
是由多达 1011-1012 个神经元组成的复杂网络系统，虽然
它的功耗只有 20W，但其学习和认知能力却超强。几十年
来，科学家都梦想制造像大脑一样工作的智能计算机。神
经元(Neurons)是人脑的基本组成单元，突触(Synapse)是
神经元之间在功能上发生联系的部位，也是信息传递的关
键部位。人脑中的信号处理、记忆和学习等功能，都是通
过改变神经元和突触中的离子流来建立和实现的。研制具
有生物突触功能的电子器件，对于构建神经形态电路和实
现智能计算机意义十分重大。

万青教授在氧化物质子/电子杂化双电层晶体管领域开展
了多 年的探索 研究，取得了 系统创新 研究成果，已在
Nano Letters 、 IEEE Electron Device Letters 、
Applied Physcis Letters 杂志发表论文 30 多篇。本篇
《自然-通讯》论文中，研究团队设计并研制出一种全新
的侧向耦合突触晶体管。器件的侧栅电极作为突触的输入
端口，氧化物半导体沟道与源漏电极作为突出的输出端
口，沟道的电导率作为人造突触的权重，模仿生物突触尖
峰（Spike）工作模式。研究团队在详细研究了该类仿生
突触器件的兴奋后突触电流响应、双脉冲易化、高通滤波
等特性之后，利用磷掺杂 SiO2 纳米颗粒膜的强大的侧向
静电耦合能力，成功研制了具有多输入和多输出的突触网
络，获得了突触网络的时空信息整合物理图像。未来，研
究团队将结合先进的微纳加工技术，进一步优化该类突触
器件的电学特性，同时开展系统集成和认知芯片的研制，
力争构建具有语音识别、模式识别和其他智能行为的人造
神经芯片，为最终智能计算机的研发奠定坚实的器件基
础。
该项研究得到科技部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国家青年拔尖人
才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

图 1 (a) 生物突触简单示意图, (b) 侧向耦合的人造氧化物突触网络示意图，(c)单个突触的双脉冲易化曲线，(d) 突触前/后距离相关的
兴奋后突触电流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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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超导量子器件课题组在量子计算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
撰稿：物理学院
最近，南京大学物理学院量子信息和量子计算研究人员在
超导量子比特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率先在超导量子比特
中实验实现了几何相的朗道-基纳（Landau-Zener）干
涉。该研究成果于 2014 年 1 月 14 日发表在国际物理学顶
级刊物《物理评论快报》上(Phys. Rev. Lett. 112,
027001)。
量子信息和量子计算的最基本要求之一是实现高保真度的
量子逻辑门。目前实现量子逻辑门普遍采用的方法是通过
外加直流或交流场控制量子比特的动力学相位，实现量子
态的任意旋转，完成所需逻辑操作。但是，量子比特和环
境或控制系统都有耦合，因此会对量子比特的能级产生扰
动。该扰动噪声会严重影响量子逻辑门的保真度。如何克
服外界干扰实现高保真度的量子逻辑门以及量子调控是量
子信息领域的重要课题。
一个引人注目的方案是利用纯几何相位来构建量子逻辑
门，被称几何量子逻辑门。由几何量子逻辑门构成的量子
计算被称为几何量子计算。量子演化中的相位包含了几何
相位和动力学相位两种。相比于动力学相位，几何相位只
和演化路径所围空间立体角有关，和路径上局域起伏无

关，因此利用几何相位来构建的逻辑门具有内在的抗噪声
特性，可以提高逻辑操作的保真度。
物理学院于扬课题组和朱诗亮课题组实验和理论紧密结
合，并和美国堪萨斯大学韩思远（Siyuan Han）教授合
作，利用朗道-基纳（Landau-Zener）效应，率先在超导
相位量子比特中实验实现了几何 Landau-Zener 干涉。他
们发现 Landau-Zener 隧穿后的量子态随纯几何相位振
荡，并比动力学 Landau-Zener 隧穿抗噪声更强。该实验
为实现几何量子逻辑门以及更进一步的几何量子调控提供
了新的高效方案，对实现容错量子计算有重要意义。特别
是，在基础理论方面，量子干涉一直是物理学的重要现
象，从杨氏双缝干涉到迈克尔逊-莫雷干涉实验，都极大
地推动了物理学发展。几何 Landau-Zener 干涉的实验实
现为干涉这个大家族增添了新的成员。正如审稿人所说，
该工作不但对量子信息，而且对凝聚态物理的研究都很有
意义。
该工作得到了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江苏自然科
学基金的资助。

图 1. （a）几何 Landau-Zener 干涉图。激发态的布居数随几何相位周期振荡。（b）几何 Landau-Zener 干涉基本丌随扫描速度变
化。（c）数值模拟和实验很好吻合。（d）同样条件下动力学相位的 Landau-Zener 干涉幅度小 1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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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Nanotechnology》杂志精选：研究发现单原
子磁性控制新法
撰稿：科技日报 2014 年 1 月 14 日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日前报道，来自英国、德国、
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一个国际研究团队发现，决定
磁性稳定性及其在各种设备用途的单个原子的磁
场方向，可以通过改变这个原子与附近金属间的
电耦合进行修改。该研究结果刊登在近日的《自
然—纳米技术》杂志上。

伦敦纳米技术中心的研究小组利用能够在表面上
观 察 和 操 纵 单个 原 子的 工 具 ， 即 扫描 隧 道显 微
镜，发现了在原子尺度上控制磁各向异性的新机
制。在实验中，他们观察到单个钴原子的磁各向
异性依靠其在铜表面上的位置，覆以原子薄的氮
化铜绝缘层后戏剧性的变化。

任何人只要玩两块磁铁，就可以体验它们是如何
依 靠 磁 极 的 相对 方 位来 互 相 排 斥 或吸 引 。事 实
上，在一个给定的磁体里，这些极点倾向于一个
特 定 的 方 向 ，而 不 是被 称 为 磁 各 向异 性 的随 机
性。所谓磁各向异性，就是磁性物质沿不同方向
磁化的程度不同。其特性被应用于从指南针到硬
盘驱动器的多个领域当中。

这些变化随着另一种现象的强度而有很大改观，
即近藤效应，就是来自磁性原子和附近金属之间
的电耦合。在德国和葡萄牙理论和计算模型的帮
助下，研究人员发现，除了常规的结构机制，在
金属基体和磁性原子间的电子相互作用也可以起
到确定磁各向异性的主要作用。

葡萄牙伊比利亚纳米技术实验室的华金•费尔南德
斯-罗西尔博士强调：“对于大片的磁性材料，磁
各向异性主要是由一个磁铁的形状决定的。形成
磁性材料的原子也是磁性本身，所以具有其各自
的磁各向异性，但原子是如此之小，几乎不可能
归因于其形状，并且一个原子的磁各向异性通常
是由相邻原子的位置和电荷来控制的。”

伦敦纳米技术中心研究员赛勒斯说：“电气控制
属性以前只能通过结构的变化来调整，而未来将
能够为设计小型化信息处理、数据存储和传感仪
器提供极大的可能性。与更为传统的机制相反，
这将促成利用驱动许多晶体管、场效应的相同过
程 在电力 上调谐这 种磁各 向异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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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Geoscience》杂志精选：研究发现古老地质循环模式
撰稿：中国科学报 2014 年 1 月 10 日
目前，地壳由构造板块组成，这些板块在其表面
互相推挤，但有时经过不停地碰撞，它们也会逐
渐被挤回地底深处。
但是，一项新研究显示，在这种地质循环模式出
现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地球初期构造板块下
部固化出巨大的致密物质团，然后这些大物质团
会滴回地核。
数亿年前，在地球形成后不久，地幔（地幔是地
核和地壳之间的一层）中的物质与现在相比，其
温度更高且流动更容易。一些模型预测，如果地
幔温度达到 1600 摄氏度，上面覆盖的地壳厚度最
终可能增长到 45 千米。在这样的条件下，地壳下
方固化的物质将富集着稠密的矿物质，例如氧化
镁。
由于那些物质并非牢牢地附着在地壳上，并且总
体而言比那些地幔上的物质更沉重，因此它们会

向地核滴落（引发更深处物质的上升流）。研究
人员将相关成果发表在《自然—地球科学》期刊
上。图中上部的点线指示了运动方向和地幔流的
相对速度。
最终，随着地球变冷，地幔略微回升，一些地壳
变得足够强大，以抵御下方“邻居”向上拥挤。
该 研 究 小 组 模型 描 述的 这 些 水 滴 样式 的 构造 板
块，可能直到大约 20 亿年前，依然在地壳循环中
占主要地位。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被提议的地质循环模式能帮
助解释，为何保存下来的部分最古老的原始地壳
相对较轻并缺乏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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