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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金属的新型导电水凝胶(L. Pan et al, PNAS June 12, 2012, vol. 109, no. 24, 9287-9292.)

我们衷心希望您能喜欢阅读本期杂志。如有任何建
议、感想或投稿，请联系：南京大学科学技术处陈

07

晓清（电子邮件地址chenxq@nju.edu.cn）。请
访问http://scit.nju.edu.cn/second/006.htm获
取并阅读最新《科技信息》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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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心球的合成及其光催化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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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

金催化的双 sp3 C-H 活
化/C-C 偶联反应研究
胞平衡局部免疫机制的最新

内容提要
2012 年 7 月 4 日，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宣布发现希格
斯玻色子即“上帝粒子”。我校物理学院研究团队参
与了该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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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储存为一体
研究开发出细胞重新编程新
方法
全球变暖致极端气候活动频发

内容提要

新技术可在不透明材料中实

我校化学化工学院朱成建教授课题组率先利用空气这

现实时成像

氧化性碳碳偶联的新方法。该成果发表在著名的国际

种安全绿色的氧化剂，发展了一种十分高效的金催化
化学刊物 Angew. Chem. Int. Ed.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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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获资助情况通报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高翔

2012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现已基本结束。经评审我校目前已

2012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重点项目清单

有 371 个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经费总额 2.8 亿元。预计到今
年年底我校获基金各类项目经费总额将突破 3 亿元。

项

今年在基金集中接受期中我校共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含青年基
金）845 项,其中面上项目 602 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43 项。经评审我校
有 325 个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和青年基金资助，其中面上
项目 221 项，青年基金 104 项，资助总金额为 19583.8 万元，项目批准率
为 38.46%，其中面上项目批准率为 36.71%，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批准率为
42.80%。与 2011 年我校有 310 个项目获得资助，其中面上项目 187 项，
青年基金 123 项，资助总金额为 14283.9 万元相比，项目数增加了 22 项，
经费数增加了 6206.4 万元，分别增长了 7.10%和 37.12%。今年我校还有
15 个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共获经费 4427 万元。
2012 年各院系面上项目（含青年基金）申报批准情况及各科学部申报批准
情况见下表：

集中接受期各院系面上项目（含青年基金）申请资助情况
系 别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数学系
物理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大气科学学院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环境学院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医学院
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商学院
工程管理学院
模式动物研究所
国际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所
现代分析中心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软件学院
其他院系
总
计

申请

批准

项目数

项目数
6
14
27
39
29
14
19
19
13
12
9
23
10
35
19
13
9
4
1
1
2
7
325

9
21
64
72
55
24
53
55
37
26
24
59
49
154
53
24
16
7
3
15
5
20
845

批准经费
（万元）

项目资助
率（%）

295
651
1759
2607
2244
962
1036
1022
891
896
505
1387
620
1381
981.1
481.2
684
206
27
80
42
280.5
19037.8

66.67
66.67
42.19
54.17
52.73
58.33
35.85
34.55
35.14
46.15
37.50
38.98
20.41
22.73
35.85
54.17
56.25
57.14
33.33
6.67
40.00
23.81
38.46

集中接受期各科学部面上项目（含青年基金）申请资助情况
科学部
数理科学部
化学科学部
生命科学部
地球科学部
工程与材料科学部
信息科学部
管理科学部
医学科学部
合 计

申请项目
数
90
97
73
155
61
76
85
208
845

批准项
目数
50
48
25
73
14
28
37
50
325

批准经费
（万元）
2942
3040
1632
4808
854
1907
1568.8
2286
19037.8

资助率
（%）
55.55
49.48
34.25
49.03
22.95
36.84
43.53
24.04
38.46

目

名 称

超新星遗迹及其激波过程的
多波段研究
第 II 类新型多铁性微观机
制与铁性序耦合研究
新型固态可调连续波太赫兹
光源的研究
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的
电化学分析
土壤中溴代阻燃剂-重金属
复合污染的环境过程、生物
效应及机制
生物节律周期决定和调控机
制
新元古代-寒武纪早期古海
水化学演化与大陆风化作用
的同位素示踪研究
华南地块南华纪和早古生代
动态构造古地理重建
南岭地区多时代稀有金属花
岗岩演化与成矿关系
我国北方风成沉积物质来源
的微观矿物地球化学示踪研
究
基于分布式感测的多场作用
下土体结构系统变形响应和
灾变机理研究
人类活动影响下长江三角洲
平原河网氮的累积与调控机
制
江苏沿海滩涂围垦土地质量
变化过程及生态安全响应
储能用碳基纳米笼的制备、
功能调控及机制研究
Fas/FasL 介导小胶质细胞-T
细胞 Crosstalk 与缺血性脑
免疫炎症的研究

负责人
陈

阳

所在院系

资助金额
（万元）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300.00

刘俊明

物理学院

320.00

王华兵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300.00

李根喜

生命科学学院

270.00

季

荣

环境学院

300.00

徐

璎

模式动物研究所

320.00

蒋少涌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296.00

杨振宇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300.00

王汝成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313.00

季峻峰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290.00

施

斌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310.00

阮晓红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290.00

濮励杰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280.00

胡

征

化学化工学院

258.00

徐

运

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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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格斯玻色子是粒子物理学的标准

相关背景

模型所预言的一种基本粒子。标准
模型预言了 62 种基本粒子，希格斯
玻色子是最后一种有待被实验证实
的粒子。由于对于基本粒子的基础
性质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因此在
大众传媒中又被称为“上帝粒
子”。希格斯玻色子是一种具有质
量的玻色子，没有自旋，不带电
荷，非常不稳定，在生成后会立刻
衰变。

南京大学物理学院
南京大学物理学科创立于 1915 年的南京高等师范学
校（物理学系建立于 1920 年），是我国高等院校中

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参与发现“上帝粒子”

创立最早的物理学科之一。物理学院现有教职工 215

撰稿人：新闻中心

人，其中教授 77 人、副教授 50 人，中国科学院院
士 9 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2 人，“长江学者奖励

2012 年 7 月 4 日，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宣

前，我国已正式参与以上四个实验：中科

计划”特聘教授 14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6

布，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的紧凑渺子

院高能所、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和山

人，国家基金委创新团队 2 个，教育部创新团队 2 个，

线圈（CMS）和超导环场探测器（ATLAS）

东大学参加了 ATLAS 实验，中科院高能所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项目首

分别探测到新玻色子，质量与被媒体称为

和北大参加了 CMS 实验，清华大学参加

“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相符。至此，

LHC-B 实验，华中师范大学参加 ALICE 实

英国物理学家彼得希格斯于 1964 年预言

验。其中，ATLAS 是四个探测器中最大的

的希格斯玻色子（“上帝粒子”）终于现

一个粒子探测器实验装置，主要由内部径

身。这项人类文明的重大进展承载了来自

迹室、量能器、超导环流磁体以及 m 子谱

世界上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500 所大学

仪等部分组成，体现了当前高能物理探测

和研究机构的 10000 多名工程师和科学家

器发展的趋势。南京大学作为 ATLAS 中国

历时 20 年的心血，而南京大学物理学院

协作组的重要成员之一，承担了 ATLAS 实

十多位师生正是这群精英中的一份子。7

验中的探测器建造、实验数据的分析和网

月 26 日下午，南京大学物理学院的陈申

格计算的发展等工作。

席科学家 7 人。拥有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
近代声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江苏省高技术研究重点
实验室（纳米技术）、以及十余个跨学科研究所与研
究中心。

见教授和张若筠教授接受媒体采访，介绍
了南京大学和中国组参与大型强子对撞机

南京大学每年都会派出优秀的老师和学生
到 CERN 工作，由南大高能组的陈廷扬教

欧洲核子研究组织

实验的相关情况。

欧洲核子研究组织通常被简称为 CERN，是世界上最

作为南京大学高能物理实验方向学科建设

器中重要部件的制造工作，同时南大团队

大型的粒子物理学实验室。它成立于 1954 年 9 月

的负责人，陈申见教授参与了此次欧洲大

还参与了用网格计算方法分析 ATLAS 实验

29 日。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的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

型强子对撞机上的 ATLAS 实验。他介绍道，

数据。这次参与合作不仅为我国培养了高

为与世界著名的国际高能物理与核科学研

层次的科技人员，推动了我国高能物理的

究机构—欧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CERN）

快速发展，提高了我国在高能物理研究中

共享高能物理最新最重要的成果，引进为

的国际地位。

近郊的梅汉（Meyrin）地区。它的主要功能，是为
高能物理学研究的需要，提供粒子加速器和其它基础
设施，以进行许多国际合作的实验。同时也设立了资
料处理能力很强的大型电脑中心，协助实验数据的分
析，供其他地方的研究员使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

高精度实验而研发出来的国际先进技术，

络中枢。欧洲核子研究组织现在已经聘用大约三千名

早在 1997 年即 CERN 建造 LHC 计划正式

的全职员工。并有来自 80 个国籍的大约 6500 位科

立项 3 年后，南京大学正式加入 CERN 的

学家和工程师，代表 500 余所大学机构，在 CERN

重要研究项目—LHC 的国际合作。

进行试验。这大约占了世界上的粒子物理学圈子的一
半。

“LHC 共有 4 个大型探测器，即 ATLAS、
CMS、ALICE 和 LHC-B，对撞以后要‘看’
得到的是什么粒子，就全要靠它们。”目

授和祁鸣教授负责主持南大在 ATLAS 探测

目前，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正在积极申请相
关的 ATLAS 二期升级、改造研究计划，会
将继续参与 LHC 对撞实验，进一步搜集和
分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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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地理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建设方案论证会
顺利召开
撰稿人：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科学技术处
2012 年 8 月 18 日，江苏省科技厅在江苏南京主持召开
了“江苏省地理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建设方案论证会，
该实验室由省科技厅新批准建设。江苏省科技厅蒋跃建
副厅长、国家遥感中心李加洪总工、南京大学吕建副校
长、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刘聪副厅长及相关职能部门领导
出席会议。
实验室主任南京大学李满春教授从建设目标、建设意义、
建设基础、研究方向、建设内容与实施保障等方面，详
细汇报了实验室的建设方案。以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
数字地球科学中心主任郭华东院士为组长的论证专家组
高度评价和肯定了实验室的建设方案，一致认为该实验
室共建单位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引领地理信息技术发展前沿，密切结合江
苏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需求，研究方向前瞻性强，研发任务重点突出，建设
意义重大。吕建副校长和江苏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史照良副局长表示，将按照
与会专家和领导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给予相应的技术支持和优惠政策，全力
支持实验室的建设。最后，蒋跃建副厅长在总结讲话中高度肯定了实验室的
建设方案，希望实验室进一步深化学科交叉与融合，立足江苏，放眼全国，
努力创新，攀登地理信息技术高峰。

该实验室由南京大学与江苏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共建。实验室建设目标为：
面向国家地理信息产业发展和江苏省科学发展的需求，集成地理信息技术与
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突破地理信息实时获取、自动处理、协
同决策等关键技术，构建地理信息技术创新体系，形成地理信息技术研究和
人才培养高地，促进地理信息产业与江苏经济社会全面健康发展。江苏省地
理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为国家地理信息产业快速蓬勃发展提供技术
支撑，为江苏省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提供技术引领，也为我校与江苏省测绘地
理信息局在地理信息技术协同创新方面提供良好平台。

天元基金项目从数学发展需要出发形成了以下六

国家基金委颁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数学天元基金项目管理办法》

方面的资助方式，包括：一是数学天元青年基金
项目；二是数学暑期学校与青年教师培训项目；

相关背景

三是数学专题讲习班、高级研讨班及重要学术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学天元基金是国家为

议项目；四是数学图书出版、网络环境下信息资

支持我国数学在二十一世纪率先赶上世界先进水

源建设项目；五是数学文化、数学传播和数学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数学天元基金是国家为支持我

平而设立的数学专项基金，经费来源于国家财政

育类项目；六是问题驱动的应用数学专题研讨项

国数学在 21 世纪率先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而设立

拨款。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称自然科

目等。《办法》将这些资助方式分为两类，即研

的数学专项基金。近日，国家基金委颁布了《国

学基金委）管理。天元基金和自然科学基金委资

究项目和科技活动项目。研究项目是指主要资助

家自然科学基金数学天元基金项目管理办法》，

助数学研究的科学基金，相辅相成，统一用于对

科学技术人员开展符合数学自身发展特殊需求或

将于 2012 年 9 月 1 日正式实施。该《办法》

数学学科的支持。与科学基金支持项目不同之处

者数学与其他学科交叉研究而设立的项目；科技

包括总则、学术领导小组、申请与评审、实施与

是天元基金主要用于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环境

活动项目是指主要资助科学技术人员开展与数学

管理以及附则 5 章 34 条内容。《办法》明确了

的改善等方面。

有关的研讨、交流、讲习、培训、传播等科技活

数学天元基金设立宗旨是为凝聚数学家集体智慧，

动而设立的项目。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天元基金的经费主要用于以下 5 个方面：

探索符合数学特点和发展规律的资助方式，推动

1、数学人才的支持和培养;2、加强学科建设和

建设数学强国而设立的专项基金。《办法》突出

学术交流;3、营造良好的数学学术研究环境;4、

了天元基金项目基本要求是应当从数学学科特点

数学教育和数学传播;5、数学天元基金学术领导

和需求出发，完善资助模式，支持科学技术人员

小组会议上决定的其他工作。

开展科学研究，培育青年人才，促进学术交流，
优化研究环境，传播数学文化，为提升中国数学
创新能力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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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高的电导率。此外，由于导电高分子水凝胶

像金属的新型导电水凝胶
撰稿人：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的三维连续多层次微纳结构，有利于分子、离
子和电子的输运，从而在能源储存和传感器领
域具有大的潜力。作为超级电容器电极，导电
高分子水凝胶具有低阻抗、高存储容量（470
F/g）、在大功率放电情况下的优良容量保持能
力（放电速率增加 10 倍，容量仍保持 92%），
优良的循环性能，以及在高的面积比容量（2.2
F/cm2）。作为葡萄糖氧化酶传感器，导电高
分子水凝胶电极具有优良的酶活性保持能力，
具有超快的检测速度和高灵敏度。基于其大比
表面积和优良的电学性质，导电高分子水凝胶
还为生物体系与电子设备提供了相互通讯的可
能性。可以预见这些三维框架结构的导电高分
子水凝胶系统将具有广泛的应用，如超级电容
器，锂电池，高性能生物传感器，生物燃料电
池，生物电子器件，医疗电极，电致变色器件
及电子皮肤等。
该论文的第一单位为南京大学微结构国家实验
室和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工作已由南京
大学申请了 PCT 国际专利和国家发明专利。
论文发表后，Science Daily、科技日报、科学
网 、 Stanford News 、 Nanotechweb 和

我校选派中青年教师出国合作研究取得新进展。结构、高水含量(93%)、在溶液中有大的界面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施毅研究组潘力佳副教授 面积，以及高电导率和优良的电化学活性。
于 2011 年 4 月～10 月通过留学基金委项目赴
美国 Stanford 大学鲍哲楠、崔屹教授组进行合
作研究。成功研制出新型导电高分子水凝胶并
探索了其在能源储存和传感器件领域的应用。

ArsTechnica 网站等分别以“斯坦福研制出可
打印的导电凝胶”、“水凝胶电子学首次登场”
和“水凝胶胜过碳超级电容”为题介绍了这项

新的反应在混合引发剂和单体溶液的 3 分钟内 研究。
快速形成水凝胶，从而具备大规模制造的潜力。
可以通过喷墨、丝网印刷等方法使导电高分子

水凝胶快速图案化。具体方法为按次序打印引
论文发表于美国科学院院刊《国家科学院学报》
发剂溶液和单体溶液，随即在二者图形交叠处
（PNAS, 2012, 109, 9287）。
形成导电高分子水凝胶图形。因此，新导电高
水凝胶具有类似生物体系的高含水量及三维网 分子水凝胶在电子领域具有规模化生产的可能，
状结构。然而水凝胶多为电的不良导体，极大 如制造大规模生物传感器阵列、芯片上的超级
限制了其在电子领域的应用。研究人员采用了 电容等。
植酸，在生物学实验中常用的一种具有 6 个磷
酸根的离子导体，掺杂和交联导电高分子聚苯
胺形成凝胶。新研制的导电高分子水凝胶兼具
了水凝胶和有机导体的优点，即：三维网络状

导电高分子水凝胶可以作为一种新的“软”电
极材料。研究人员发现，由于溶胀效应增加了
分子链的运动性，在水溶液中导电高分子水凝
胶具有更短的π–π堆垛距离，因此使水凝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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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和超薄二氧化钛交替组装的空心球的合成及

相关图片

其光催化 CO2 转化为碳氢燃料性能的应用
撰稿人：物理学院 王瑞琼
近年来，由于 CO2 在地球大气中的
增加而形成的“温室效应”已成为一
个严重的全球性环境问题。通过人工
光合作用将二氧化碳有效转化为碳氢
燃料是同时解决温室效应和能源危机
的有效方法之一。人工光合作用，即
在光催化剂作用下，通过太阳光的辐
照和温和的反应条件（常温和常压），
实 现 二 氧 化 碳 有 效 转 化 （ CO2 +
H2O→碳氢化合物 + O2）。二氧化
钛是经典的光催化材料，但光照时其
光生电子空穴对容易复合，从而影响
其性能的提高，通过将电子快速转移
走，可减少电子空穴对复合几率。单
原子层的石墨烯具有超快的电子传导
性质，可作为电子传导的有效通道。

该工作率先将石墨烯应用光催化还原
CO2 的光催化体系中，是该研究中
心继 2010 年率先开展人工光合成转
化 CO2 为碳氢燃料（J. Am. Chem.
Soc.,132,14385-14387 ）以来的又
一大突破，保持了在该研究领域的领
先水平。得到“光催化材料及其应用
的基础研究”973 项目、中央高校
基本科研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南京大学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
点实验室自主课题等项目的资助。

相关背景

图1
超薄氧化钛纳米片-石墨烯复合空心球在不同放
大倍数下透射电子显微镜照片。

最近南京大学环境材料与再生能源研
究中心周勇教授课题组在将石墨烯应
用于光催化还原 CO2 的光催化体系，
从而提高光催化效率研究方面取得重
要进展，研究成果发表在 2012 年的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2012, 22, 1215-1221）上。该课
题组以有机球为模板利用层层堆积和
微波辐照法，制备出石墨烯与超薄二
氧化钛纳米片（厚度为 0.75 nm）
交替组装的空心球，图 1a 和图 1b
为空心球结构，空心球的厚度为 10
nm 以内。此空心结构一方面利用光
生电荷在二维单层碳原子晶体中的快
速运动特性，将二氧化钛内的光生电
子快速转移走，以提高电子和空穴分
离速率和减少其复合几率；另一方面
超薄的厚度也有利于光生电荷快速地
迁移到催化剂表面参与反应 (图 2)。
结果表明当体系引入石墨烯，CO2
的转化效率提高了 5 倍以上，使光
催化 CO2 向实用化前进了一大步。

石墨烯

图2

光辐照下电子从氧化钛纳米片迁移到石墨烯以
石墨烯（Graphene）是一种由碳原子以
及 CO2 被还原的示意图。
sp2 杂化轨道组成六角型呈蜂巢晶格的平
面薄膜，只有一个碳原子厚度的二维材料。
石墨烯一直被认为是假设性的结构，无法
单独稳定存在，直至 2004 年，英国曼彻
斯特大学物理学家安德烈·海姆和康斯坦
丁·诺沃肖洛夫，成功地在实验中从石墨中
分离出石墨烯，而证实它可以单独存在，
两人也因“在二维石墨烯材料的开创性实
验”为由，共同获得 2010 年诺贝尔物理
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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钾掺杂石墨烯合成及其在亚硝酸根选择性传
感中的应用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李小荣

图 2（A）石墨烯（a）和 K 掺杂的石墨烯（b）的电导
率随温度的变化曲线；（B）裸/GCE（a，b）、石墨烯
/GCE（c）和 K 掺杂的石墨烯/GCE（d）在 0.1 M pH
7.4 PBS 中不含有（a）和含有（b 、c 、d ）5 mM
NO2−的循环伏安曲线，插图为石墨烯/GCE（a）和 K
掺杂的石墨烯/GCE（b）在 0.1 M pH 7.4 PBS 中的循
环伏安曲线，扫描速率：50 mV s-1。

图 1：左图：（A）石墨烯和（B）K 掺杂的石墨烯
的 XPS 光谱图；右图：（A）石墨烯和（B）K 掺
杂的石墨烯的 AFM 图像及（C）石墨烯和（D）K
掺杂的石墨烯的 TEM 图像和相对应的 SAED 衍射
图。。

石墨烯由于其卓越的电学、光学和热学性
能等，已被广泛应用于纳米电子学、纳米
光子学、电子设备、传感器等领域。化学
掺杂石墨烯可以丰富其载流子密度、加强
其电学和热导性能，从而可以拓宽其在生
物电分析化学中的应用。
最近化学化工学院徐静娟课题组把碱金属
钾（K）掺杂的石墨烯应用于亚硝酸根
（NO2−）选择性传感器的研究中，石墨
烯经 K 掺杂后显著增强了其对 NO2−的电
催化氧化能力，并成功地检测了肝癌细胞
和白血病细胞释放的 NO2−，该成果发表
在 2012 年 的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2012, 22, 1981-1988）上。
该课题组首次利用室温化学法通过π-π 堆
积相互作用合成了 K 掺杂的石墨烯，XPS
分析显示掺杂的 K 具有三种不同的形态，
即 K 阳 离 子 （ 296.0 eV ） 、 K 氧 化 物
（293.2 eV）和 K 金属（294.4 eV 和

297.1）（如图 1 左图所示）。K 掺杂的石
墨烯保留了单晶石墨烯的片状结构，在单
层石墨烯片上由于 K 的引入而呈现了一个
粗糙的、轻微起伏的表面（如图 1 右图所
示）。K 的掺杂浓度可以通过改变起始钾
的加入量来控制。K 掺杂后显著提高了石
墨烯的导电性能和对 NO2−的催化氧化性
能（如图 2 所示）。如图 3 所示，K 掺杂
的石墨烯修饰电极对 NO2−具有灵敏的响
应 ， 对 NO2− 检 测 的 线 性 范 围 是 0.50
μM~7.8 mM，检测限为 0.2 μM，常见的
干扰物种对 NO2−的检测没有影响，可成
功 地 用 于 肝 癌 细 胞和 白 血 病细 胞 释 放 的
NO2−的检测，拓宽了石墨烯在生物分析
中的应用。
该项工作利用室温化学法成功合成了 K 掺
杂的石墨烯，使其导电性得到了很大提高，
为提高石墨烯的电催化性能提供了新的途
径，也为其它金属在石墨烯中的掺杂提供
图 3（A）K 掺杂的石墨烯/GCE 在 0.1 M pH 7.4 PBS
了新的方法。该项研究得到了科技部 973
中对不同浓度的 NO2−的电流-时间曲线，检测电位：

项目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等的资助。。 +0.75 V，左上角插图为线性标准曲线，右下角插图为
放大的电流-时间曲线；（B）K 掺杂的石墨烯/GCE 对
HL-60 和 SMMC-7721 癌细胞释放的 NO2−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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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图片

金属表面催化反应的模式选择性研究
中取得重要进展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谢代前教授课题组在金属表
面催化反应的模式选择性研究中取得重要
进展。该小组对 H2O 分子在 Cu（111）
面的解离吸附过程进行了量子动力学研究，
揭示了显著的振动增强效应，为利用振动
激发调控该反应过程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
据 。 相 关 研 究 论 文 “ Enhancing
Dissociative Chemisorption of H2O on
Cu(111) via Vibrational Excitation”近
日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roc.
Natl. Acad. Sci. USA. 109,10224,2012)。
由于化石燃料的逐年减少以及这些燃料对
环境的污染越来越严重，发展环保清洁而
高效的新能源变得越来越重要，其中一个
重要的例子就是利用水煤气变换和蒸汽重
整化反应的燃料电池。在这些重要的多相
催化过程中，H2O 在金属表面的解离吸附
非常重要，且通常是速度控制步骤。为了
调控反应过程，寻找最有利的振动模式，
必须对相关基元反应的动力学机制有深入
的理解。动力学实验对同样具有重要作用
的 CH4 和 H2 分子的解离吸附已经有较多
的研究，例如发现了 CH4 的对称伸缩振动
激发能有效的增强反应，而弯曲振动的激
发则不如同样的平动能来得有效，这类显
著的模式选择性已经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然而，对于 H2O 解离的动力学实验和理论
研究都还未有报道。一方面，由于 H2O 的
强偶极性导致容易在表面形成多聚体，实
验上的情况就变得异常复杂；另一方面，
由于 H2O 很大的零点振动能和较高的反应
能垒，反应中的隧道效应会很强，本质上
需用量子动力学的研究。因此，理论上的
研究则受限于高维度的势能面和相应的高
维量子动力学研究。
与新墨西哥大学的郭华教授合作，谢代前
教授课题组向这个难题迈出了第一步。该
课题组提出了一个六维的简化模型（见图
1），可以完整地描述 H2O 分子的三个振
动模式。在该模型下，该课题组从第一性
原理出发，构建了 H2O 分子在 Cu（111）
表面的六维势能面。在这个势能面基础上，
改进了基于 Chebyshev 传播子的量子过

渡态波包方法，编制了相关计算程序，实
现了该反应体系的量子动力学计算，预测
了 H2O 三个振动模式对反应的影响。研究
发现，H2O 的三个振动模式激发都可增强
反应性，而对称伸缩振动的激发最为显著
（见图 2）。研究还发现，在水煤气变换
反 应 的 典 型 温 度 700K 左 右 ， 即 使 是
Boltzmann 分布系数很小的振动激发态在
低碰撞能时仍然有比基态具有更大的解离
几率，说明这些振动激发态能在通常的反
应条件下对反应都有明显贡献。这些研究
结果揭示了 H2O 在金属表面的解离有重要
的模式选择性，开启了对 H2O 在表面解离
吸附过程的动力学研究，对未来的实验和
理论工作都有着重要的影响。该项研究得
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重大研究
计划培育项目的资助。

图1
描述水分子在 Cu（111）表面解离动力学过程
的 6 维模型。

相关背景

图2
振动激发态的水分子在 Cu（111）表面的解离
几率随总能量的变化。

燃料电池
燃料电池是一种使用燃料进行化学反应产生电力
的装置，最早于 1839 年由英国的 Grove 所发
明。最常见是以氢氧为燃料的质子交换膜燃料电
池，由于燃料价格便宜，加上对人体无化学危险、
对环境无害，发电后产生纯水和热。但由于产生
的电量太小，且无法瞬间提供大量电能，只能用
于平稳供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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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催化的双 sp3 C-H 活化/C-C 偶联反应研究
撰稿人： 化学化工学院谢劲、朱成建

图 1. 金催化的双 sp3 C-H 活化/C-C 偶联反应。

近年来，金属催化的惰性碳氢键(C-H)的活化研
究在有机合成的前沿领域颇受关注。相对于传统
的有机偶联反应，C-H 活化具有明显的优点，
比如不用再对底物进行官能化修饰，缩短合成周
期，提高原子利用率，还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化学

生产对环境的污染。在此国际背景下，均相金催
化的惰性 C-H 官能化研究已引起了越来越多科
研工作者的青睐，涌现出许多代表性的杰作。但
是这些研究往往局限于不饱和碳氢键，也经常需
要使用到各种昂贵的氧化剂，大大降低了金催化
的 C-H 活化研究的应用性。

胞具有强大的增殖能力、多向分化潜能及免疫原

微小 RNA 调节间充质干细胞平衡
局部免疫机制的最新成果

性低等特性。我们前期发现间充质干细胞移植能

撰稿人：医学院

中微小 RNA—miR-181a 水平表达升

有效的缓解孕鼠的妊娠高血压综合征
症状，且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患者胎盘
高。基于这些现象，我们确证在妊娠

最近我校医学院侯亚义教授课题组与医学院附属

高血压综合征患者脐带和蜕膜来源的

鼓楼医院胡娅莉教授课题组合作在微小 RNA 调

间充质干细胞中 miR-181a 也高表达，

节间充质干细胞平衡局部免疫机制方面取得了重

为此我们证明了 miR-181a 可通过

要进展，提出了妊娠高血压综合征发病机制的新

TGF-β信号通路影响间充质干细胞细

见解。相关论文“MicroRNA-181a Regulates

胞的增殖，高表达 miR-181a 的间充

Local

Inhibiting

质干细胞可明显上调 IL-6 和 IDO 表

Immunosuppressive

达水平，且 IL-6 和 IDO 的高表达与

Properties of Mesenchymal Stem Cells”发

miR-181a 诱导 JNK 和 p38 的磷酸化

表 于 《 干 细 胞 》 （ Stem Cells.2012;30(8):

有关；发现高表达 miR-181a 的间充

1756-70. doi: 10.1002/stem.1156）。该论文

质干细胞可促进 T 细胞的增殖和 IFN-

Immune

Proliferation

Balance
and

by

的第一作者是刘柳博士，参与该研究还有王亚平

γ分泌；miR-181a 可降低间充质干细

硕士、樊竑冶博士级赵晓寅博士等。

胞对炎症性疾病的保护作用等。该研

妊娠高血压综合征是妊娠常见且严重的并发症，
也是我国孕产妇死亡的第二位原因。发病率约占
孕产妇总数的 7-9%，但其发病机制至今不明，
且临床上尚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很多情况下不
得不提前终止妊娠，造成妊娠失败。间充质干细

究成果加深了对妊娠高血压综合征发
病机制的认识，并为该病的治疗提出
了新策略。该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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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气是大自然界最理想的绿色氧化剂，高效地利
用空气来参与金催化的 sp3 C-H 活化仍然是化
学领域的一个巨大挑战，因为金催化的氧化性偶
联反应大多数都需要非常苛刻的氧化剂，如
I(III), F+氧化剂。最近，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及南京微结构国家实验室（筹）朱成建教授课
题组率先利用空气这种安全绿色的氧化剂，发
展了一种十分高效的金催化氧化性碳碳偶联的
新方法（图 1）。该成果发表在著名的国际化
学刊物 Angew. Chem. Int. Ed.（2012, 12521255）上，并受到评审专家和编辑的一致好评，
还被遴选为 AngewChem 期刊的 Hot Paper。
该方法底物普适性广，在温和的条件下大多数
叔胺都可以顺利地与硝基烷烃、甲基酮、环酮
等反应构建新的 C-C 键。而且，该策略还可以
成功应用到克级反应，对收率没有明显影响，
为金化学和新一代的绿色有机合成开辟了一条
新的方向。
该项工作率先使用安全方便环保的空气作为绿
色氧化剂，发展了金催化的新型氧化性 C-C 偶
联新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金化学以及对绿色化
学有较大促进作用。 该项研究得到了科技部
973 项 目 （ 2010CB923303 ） 、 国 家 基 金 委
（ 20832001,
20972065,
21074054,
21172106）的基金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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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顶级科学期刊精选
《Nano Letters》杂志精选：自充电
能量单元集能量转化与储存为一体
撰稿人：科学网 2012 年 08 月 13 日
最近，在王中林教授的领导下，薛欣宇和王思泓
组成的研究小组首次报道了一种全新的机制，将
能量转化和储存这两个过程融合为一个过程，也
就是说机械能在转化的同时就以化学能的形式储
存了下来。这是通过巧妙的器件设计，将纳米发

变，进而使得具 有合适极化方向的 PVDF 薄膜

实验结果表明，在 2.3Hz 的周期性撞击的作用

电机和锂离子电池融合为一个独立的器件单元

产生从阴极指向阳极的压电电场。在这一压电电

下，该自充电能量单元的电压可在 4 分钟内升

——自充电能量单元来实现的。这一自充电能

场的驱动下，电解液中的锂离子会从阴极附近迁

高约 68mV，所充电量可用 1µA 的电流放电达

量单元可以利用环境中的机械形变和振动直接实

移至阳极，以屏蔽体系中的压电电场。这会改变

130 秒。经过比较，在这一全新的机械-电化学

现充电。这一研究成果近期已发表在《Nano

阴阳两极附近的电解液中的锂离子浓度，进而打

过程下，该自充电能量单元的能量转化和储存的

Letters》上。

破两处的氧化还原化学反应平衡，使得电池充电

总效率是相同条件下传统分立器件模式的数倍。

反应得以发生。和利用直流电源将电子经过外电

这一全新能量转化和储存机制的提出，为驱动个

路从阴极送往阳极的传统电池充电方式相比，自

人电子产品和自驱动系统提供了新的能源技术。

自充电能量单元的器件结构设计是基于锂离子电
池的基本结构（阳极，隔膜，阴极和电解液），
而将其中传统的聚乙烯（PE）隔膜用具有压电
效应的偏聚二氟乙烯（PVDF）薄膜来代替。在

充电能量单元是在机械作用导致的压电电场的作
用下，在体系内部驱动锂离子运动引发充电反应。

外力的作用下，PVDF 隔膜会产生纵向的压缩应

细菌的基因片段作组装零件，转移到其他真核细

《Cell》杂志精选：研究开发出细胞重

胞中来构建基因线路。

新编程新方法

新方法提供了一种构建和分析真核细胞

撰稿人：科技日报 2012 年 08 月 07 日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最近，美国波士顿
大学和哈佛医学院、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合作，开
发出一种给细胞重新编程、设计基因线路的新方
法，能大大增加基因“零件”的数量，构建更大
更复杂的基因网络。该方法不仅大大丰富了合成
生物学家的工具箱，还能帮人们理解生物行为及

基因线路的新模式。研究人员用一种叫
做“锌指”的蛋白质与真核细胞本身的
功能基因片段结合，“锌指”蛋白经过
编程后能与期望的 DNA 序列结合，形
成的新零件具有模块化的性能，可广泛
用于多种功能设计当中。通过模块零件
来设计基因线路，摆脱了对现有细菌基
因的依赖，能构建出更大更复杂的线路。

其发展演变，发挥多种实际应用价值。相关论文

“我们的方法在治疗领域也有潜在应用，

在线发表于 8 月 2 日的《Cell》杂志上。

比如对与疾病相关的重要基因与基因网

合成生物学的目标是通过把基因“零件”组装成
“线路”，在活细胞内部执行逻辑操作，造出有
特殊功能的细胞，解决医药、能源和环境领域的
关键问题。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有更多可
靠的基因零件，只靠“现成”的细菌基因是远远
不够的。目前，大部分合成生物学家都是用现有

络进行动态修改和控制。” 该研究领
导、波士顿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师阿哈迈
德卡利尔说，其他医疗应用还包括：损
伤与疾病的干细胞疗法、细胞内置工具、
癌症及其他疾病早期诊断线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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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顶级科学期刊精选
《PNAS》杂志精选：全球变暖致极端气
候活动频发
撰稿人：中新网 2012 年 08 月 08 日
美国宇航局科学家称，近年来包括美国在内的世
界各地夏季越来越热，确定是人为造成的气候变
化的后果。科学家指出，气候变化的严重性比
20 多年前所预测的还要糟。
美国宇航局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太空研究所负责
人詹姆斯•汉森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在 1988
年提交给美国参议院的“严峻”气候暖化预测都
显得太乐观了。他说，“我对全球气温升高的预
测已获得了证实，不过，我未能充分探讨其平均
涨幅将如何迅速地导致极端气候的增加。”
汉森及其同事在《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
中发表的报告中分析了过去 60 年的全球温度，
揭示了“极其炎热的夏天，正以惊人的频率增

《Nature Photonics》杂志精选：新
技术可在不透明材料中实现实时成像
撰稿人：Natureasia 网站 2012 年 08 月 16 日
据 8 月《自然—光子学》上的一项报告称，科
学家研发出了一种技术，可在材料不透明和光散
射器高度散射的情况下仍然实现实时成像。这项
技术或可应用于基于地球的天文学和深层组织成
像这两个目前被光散射和大密度材料所困扰的领
域。
Yaron Silberberg 等人展示了一种基于波前成
型的设计方案，利用空间光调节器对散射光的相

长”。汉森表示，分析不是以模式或预测为依据，

的原因。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园教授理查德•穆勒

而是“对气候活动及温度的实际观测”，而结果

曾是全球气候暖化的怀疑论者，但他上周改变立

是“不仅对未来，现在也令人深感不安”。

场，表示数据显示其信念毫无根据，人类几乎是

报告显示，在过去一个世纪，全球温度上升了

整件事的导因。

0.8 摄氏度，而极端气候活动变得更频繁。上个
月所发布的一项国际研究，也认为温室气体排放，
是导致 2011 年发生更多严重干旱、洪水和热浪

成型以使光线能重新聚焦在一个目标方向上。只

不同于以往的波前成型方法，这项技术并不需要

要保持一定的角度范围使让单个波前模式能够反

相干光源、光干涉测量、光栅扫描以及离线计算

转光散射，那么通过一个简单步骤便能实现大范

机重建技术。相反，该技术只需要白色光便能进

围的实时成像。

行实时成像，这对实现实际应用很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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