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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conductor/relaxor 0-3 type composites without thermal depolarization in 

Bi0.5Na0.5TiO3-based lead-free piezoceramics, Nature Communications, 

doi:10.1038/ncomms761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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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自然指数发布：

南京大学名列全国高校

第三、亚太第七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陈晓清 
2015 年 3 月 26 日凌晨，2015 自然指数发布，中国 2014 年

发表的科研论文总量依然居于亚太地区首位。根据加权分数式计量（weighted fractional count），有五家中国机构名列

该地区产出高质量科研论文的机构前十强。据最新数据显示，南京大学 2015 自然指数在亚太地区（Asia-Pacific）各大科

研机构与高校中排名第 7 位，在全国高校中排名仍然保持第 3 位，紧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2015 亚太地区自然指数统计的是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发表的论文。自然指数于 2014 年 11 月首次发布，用以追

踪科研工作者在 68 种优选科学期刊上的论文贡献度，这些期刊由在职科学家组成的独立评选小组选出。2015 亚太地区

自然指数公布了前 200 位科研机构与高校，其中，中国科学院居于亚太地区首位，其它四家中国机构依次为北京大学

（亚太排名第 3 位）、清华大学（亚太排名第 6 位）、南京大学（亚太排名第 7 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亚太排名第

9 位）。 

 按照加权分数式计量，中国在四个学科类别中，有三个的贡献度居于首位，即：化学、物理学、地球与环境科学。日本

在生命科学方面以不足 5%的优势领先中国。但澳大利亚在《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两刊发表的论文

数量上，超过了日本和中国。 

南京大学地球与环境学科的自然指数进入亚太地区第 7 位，在全国高校中排名第 1 位；化学学科的自然指数进入亚太地

区第 7 位，全国高校排名第 3 位；物理学科的自然指数进入亚太地区第 11 位，全国高校排名第 4 位；生命学科的自然指

数进入亚太地区第 45 位，全国高校排名第 13 位。（所有数据排名如图 3-5 所示）。 

 图 1:2015 自然指数前十位中国机构与高校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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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015 自然指数亚太地区前 10 位机构与高校名单 

 

图 3: 2015 自然指数地球与环境学科亚太地区前 10 位机构名单 

图 4: 2015 自然指数化学学科亚太地区前 10 位机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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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5 自然指数物理学科亚太地区前 12 位机构名单 

 

 

 

 

左图：南京大学在物理、化学、地球与环境科学、生命科学四大领域的自然指数分布图。（蓝色线条） 

右图：南京大学在 Nature 和 Science 两本顶级期刊上发文的自然指数贡献柱状图。（蓝色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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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指数官方网站刊登我校介绍和科研表现情况

分析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陈晓清 

2015 年自然出版集团的 Nature Index 官方网站刊登了我校的介绍以及四大学科的表现

情况数据分析，以下是网址，请点击查看： 

http://www.natureindex.com/institution-

outputs/China/Nanjing%20University%20%28NJU%29 

该网站中介绍了南京大学的科研概况，用图表的形式介绍了南京大学在物理、化学、

生命科学以及地球环境科学四大领域中的科研表现情况（AC 代表文章数、FC 代表分

数式计量、WFC 代表加权分数式计量），并分析了南京大学最近几年的合作单位的分

布。 

根据每月论文的发表情况，该网站的数据在不断更新中。 

 

 

 

 

 

 

关于自然指数 

自然指数的衡量涉及到指数的计算方法、评比文章来源等多个要素，这些要素的选择无疑成为了影响指数排名的关

键因素。 

在过去，《自然》杂志沿袭的是“纠正数值”（Corrected Count），可理解为“贡献点数”。一份报告可以由多名

科学家一起撰写，而一名科学家也可能与许多科研机构有多种合作关系。计算时每篇论文为 1 分，假定每个作者在

每篇文章中的贡献是等同的，分数归属其依托的科研机构。如果一个机构发表了 10 篇文章，而这些文章中来自该机

构的作者占了 65%，那么该机构获得的分数就是 6.5。 

2014 年，《自然》杂志采用了全新的自然指数计算方法——加权分数式计量（WFC），即为 CC 加上权重，以调整

占比过多的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方面的论文。入选自然指数的这两个学科领域的期刊，其所发表的论文量约占同领

域国际期刊的 50%，在比例上大致是其它学科的五倍。因此，发表在这两类期刊上的论文权重为其它论文的 1/5。 

相比之下，WFC 更能反映一个作者、机构和国家对世界科学的贡献率，是分值计数经过学科调整后的数值。 

2014 年 12 月首次发布的自然指数的数据库追踪了约 6 万篇优质科研论文的作者单位信息，涵盖全球 2 万多家科研机

构和高校，取自 68 种自然科学类期刊。 

http://www.natureindex.com/institution-outputs/China/Nanjing%20University%20%28NJU%29
http://www.natureindex.com/institution-outputs/China/Nanjing%20University%20%28NJU%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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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指数网站刊登南京大学介绍和科研情况分析 

南京大学的自然指数分析 

 

中科院 

中科大 

北京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复旦大学 

浙大 

东南大学 

南京医科大学 

常州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从自然指数看与南京大学紧密

合作的前十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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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执行主编暨自然出版集团大中华地区总监尼

克•坎贝尔来访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陈晓清、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胡捷

2015 年 4 月 9 日，《自然》执行主编暨自然出版集团大

中华地区总监尼克•坎贝尔再次访问我校。潘毅副校长会

见了客人一行，陪同会见的有濮励杰校长助理、物理学

院、化学化工学院、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地球科学与工

程学院、以及科技处、国际处的领导和代表。 

潘毅副校长首先回顾了与自然出版集团的长期友好交流，

特别是 2012 年陈骏校长会见自然出版集团亚太区总裁

David Swinbanks 先生的情况。潘毅副校长接下来重点总

结了与自然出版集团就自然指数（Nature Index）的发布

良好的互动，展望了近期即将进行的合作（2015 年 4 月

底，将在 Nature 正刊及 Nature Outlook 上刊登南京大学

整体情况介绍及四大科研领域的科技成果简介等）。潘毅

副校长还详细介绍了南京大学与自然出版集团合作交流的

概况以及成果。他还特别感谢《2014 自然指数-中国》刊

载了我校牵头的“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的概况以及中心主任的访谈，并补充介绍了该中心的近期

发展及我校在物理、化学、电子和地学等学科的优势。潘

毅副校长指出自然指数的发布对提升科研人员以及机构的

高质量研究水平有很重要的激励作用和指导意义。南京大

学对自然指数非常重视，一直积极宣传报道并分析研究。

正是与自然出版集团的互动合作，使得南京大学成为国内

首家报道自然指数信息的高校。潘毅副校长表示期待未来

在更多学科，开展更多形式的实质性合作，扩大合作的学

科面，促进我校师生在自然及其子刊以及其他高水平刊物

上发表更多的研究成果。 

尼克•坎贝尔博士感谢南京大学在自然指数发布前期准备

过程中给予的积极反馈，表示南京大学的学者是《自然》

杂志和自然指数杂志的重要作者，并向“人工微结构科学

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的发展表示祝贺。尼克•坎贝尔博

士着重介绍了自然出版集团近期的重要发展方向。2015

年，发布自然指数的学科将增加到 5 个，新增健康科学及

临床医学。自然指数的目标是成为在广阔研究领域的高水

平研究的衡量标准。尼克•坎贝尔博士还介绍了自然集团

合办期刊在中国的发展计划、自然硕士课程等。 

双方表示非常愿意就以合作备忘录的形式将双方合作机制

化。尼克•坎贝尔博士也十分愿意接受邀请，推荐更多的

杂志编辑来访并做讲座。 

会见结束后，尼克•坎贝尔博士应邀在科技馆报告厅为我

校师生做了题为《从自然指数看研究表现》（Research 

performance in the Nature Index）的报告。报告会由

李成校长助理主持。尼克•坎贝尔博士介绍了自然指数的

产生背景和来龙去脉，以及涉及到的三个重要参数：加权

分 数 式 计 量 （ Weighted Fractional Count ， 简 称

WFC）、文章数量（Article Count，简称 AC）、分数式

计量（Fractional Count，简称 FC）；他还详细介绍了

自然指数的算法，并从自然指数的角度具体分析了南京大

学的科研表现情况。尼克•坎贝尔博士指出：“自然指数

的 68 本期刊是由世界科研人员和各大机构甄选出来的。

虽然这些期刊仅占全世界 11000 种期刊总量的 0.6%，其

引用量却占自然科学期刊总引用量的 30%。自然指数为评

价科研文献

提供了一个

新方法。不

过目前还没

有任何单一

的计量标准

能对科研绩

效或影响力

做权威的评

价 。 ” 。

尼克•坎贝尔博士简介： 

尼克• 坎贝尔博士于 2001 年加入自然出版集团，担任 Nature 

Reviews Genetics 编辑，并担任遗传学杂志的执行编辑。从 2012 年 9

月起，他担任《自然》杂志执行主编暨自然出版集团大中华地区总

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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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教师获得 2015 年度遥感青年科技人才创新

资助计划资助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虞斌 

近日，2015 年度遥感青年科技人才创新资助计划资助人员结果公布，我校国际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所郑光和占文凤两位教

师获得了该项资助。 

为落实国家人才战略，激励我国地球观测与导航领域的青年人才的快速成长，根据科技部批准的《遥感青年科技人才创

新计划管理办法（暂行）》，国家遥感中心会同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大学遥

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等发起人单位共同组织开展了遥感青年科技人才创新资助计划。 

首期遥感青年科技人才创新资助计划在国家遥感中心业务部范围内开展，经候选人提名、形式审查和专家评审，30 名青

年科技人才将被给予 2015 年度遥感青年科技人才创新资助计划资助。必将促进各单位继续加强对青年科技人才的培养，

提高地球观测与导航技术领域的科技实力、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为实现国家科技人才战略做出更大的贡献。 

会见现场 (佘治骏 摄影) 

 

 

报告现场 (佘治骏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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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2014 年发表 SCI 论文情况通报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陈晓清 

 

根据 Web of Science 引文索引数据库的检索结果，截至 2015 年 3 月 19 日，SCI（E）收

录 2014 年以我校为通讯单位并且第一单位的文献共计 2570 篇。 

2014 年，我校师生在超一流和学科群一流期刊（即 Nature、PNAS、NATURE 子刊、PRL、

ANGEW、JACS 及其他影响因子大于 20 的期刊）上发表论文 60 篇，占全部论文数的

2.33%；在一区期刊上发表论文 200 篇，占全部论文数的 7.78%；在二区期刊上发表文献

876 篇，占全部文献的 34.09%；在三区期刊上发表论文 813 篇，占全部论文数的

31.63%。其中，二区以上期刊所占比例为 44.20%；三区以上期刊所占比例为 75.84%。 

2014 年各单位被 SCI（E）收录文献简况 

（按 Web of Science 通讯作者署名单位统计） 

院 系 总篇数 
学科群 
一流期刊 
文献篇数 

一区期刊 
文献篇数 

二区期刊 
文献篇数 

三区期刊 
文献篇数 

数学系 66  1 16 20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69 1 6 41 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57  4 12 19 

物理学院 314 10 9 134 108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149 5 4 45 50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43 2 9 56 51 

化学化工学院 539 32 66 241 122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123 1 29 41 35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94  1 24 42 

大气科学学院 42  3 20 7 

环境学院 181  37 60 63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173 7 10 48 73 

医学院 516  12 112 181 

其中：鼓楼医院 159  4 28 73 

      军区总院 287  6 59 91 

      口腔医院 30  1 6 9 

工程管理学院 42  7 9 13 

模式动物研究所 21 2  8 9 

国际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所 18  1 5 6 

现代分析中心 1    1 

匡亚明学院 1   1  

水科学中心 1    1 

商学院 7  1 3 3 

信息管理学院 9    3 

社会学院 4    2 

总   计 2570 60 200 876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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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参与的南极冰穹 A 巡天望远镜投入观测 

撰稿人：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由我校部分出资的我国南极 50 厘米巡天望远镜（AST3-2）已于 2015 年年初安装到冰穹 A（图 1）。近日，经过两周左右

的调试，开始观测并得到科学数据（图 2，3）。 

南级地区气候由于寒冷干燥、大气透过率好、拥有较长极夜等优点，非常适合进行天文观测。在中国南极天文中心的统

筹下，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海洋局通力协作，于 2008 年 1 月，通过第 24 次南极科考内陆冰盖考察队在南极内陆最高点、

海拔 4093 米的冰穹Ａ（图 4）安装了 CSTAR 光学望远镜和 Pre-Heat 射电望远镜等天文观测设备，建成了南极天文观测

站（详情见国家天文台网站 http://aag.bao.ac.cn/，其中还有关于南极冰穹 A 天气等实时发布的曲线和图像，可能对

极地研究相关学科有帮助）。2014 年 12 月份的第 31 次南极考察内陆队在昆仑站又安装了这架口径为 50 厘米巡天望远

镜（AST3-2），以便开展超新星、系外行星等的巡天。未来我国还计划在南极观测站安装更大的望远镜。 

我校自 2012 年 9 月通过学校 985 三期的支持加入南极天文观测项目，主要科学目标包括系外行星搜寻，伽玛暴探测等。

利用之前的 CSTAR 在 2008 年的科学数据，我校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通过行星掩食恒星发现了 6 个系外行星候选体（Wang 

et al. ApJS, 2211:26(15pp),2014）、一批双星（Yang et al. ApJS, 2015,In Press）和变星等。值得一提的是，这

些论文的第一作者都是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的研究生。参加这些天 AST3-2 调试的学院有三位教师（两位是青年教师）和

六位研究生，利用未来 AST3-2 的数据不仅可以有更多的科学发现，而且对本科生、研究生天文实测能力的培养相当重

要。 

 

 

 

 

图 1. 我校参与的 AST3-2 在南极冰穹 A 图 2. 观测站实景，右边为 AST3-2，中间 PLATO-

A 是电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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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实验室第四次“石话石说”学术论坛聚焦行星

科学 

撰稿人：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为加强学术交流，南京大学内生金属矿床成矿机

制国家重点实验室于 2014 年推出“石话石说”

系列学术论坛，并已成功开展了三次学术交流，

在校内外获得了很好的反响。近日（4 月 11

日），重点实验室再次在仙林校区朱共山楼

A205 会议室成功召开了为期一天的 “石话石

说”学术论坛。本次论坛主题为“行星地质演化

与表面过程”，参加论坛的专家主要来自于中国

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国家天文台、紫

金山天文台、地球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中国地质大学、桂林理工大学和南京大学。

重点实验室张爱铖教授为本次论坛的召集人。 

在论坛报告开始之前，重点实验室主任王汝成教

授做了简短致辞，向与会专家与同学介绍了本院行星科学的研究历史、人才引进及近期发展规划。上午的学术报告由惠

鹤九教授主持。秦礼萍教授首先简要介绍了铬同位素的科学意义，然后重点介绍了铬同位素异常和质量分馏特征及在太

阳系物质来源、早期同位素均一性及行星演化研究中的意义。缪秉魁教授介绍了各类陨石中辉石有趣的产状及成分特征

并讨论了这些信息对陨石鉴定分类与母体地质演化的指示意义。李世杰博士详细报道了南极球粒陨石 GRV 020043 的岩石

学和地球化学特征，并通过与无球粒陨石 Acapulcoite-Lodranite 进行对比，提出了它们来自于同一母体的可能性及母

体的可能结构。上午最后一个报告来自于谢志东教授，他向与会师生介绍了太湖地区菱铁矿的矿物学特征并讨论了对太

湖成因的可能指示意义。 

图 3. 利用 AST3 观测到的大麦哲伦星云内部星象

（未经过处理） 

图 4. 南极冰穹 A 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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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报告主要涉及火星和月球形成与演化过程中的关键科学问题，由张爱铖教授主持。林杨挺研究员的报告主要涉及

火星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纳米离子探针分析技术及火星古地下水和有机物等相关的研究进展。肖龙教授回顾了火星探

测历史，介绍了火星表面火山活动的形貌特征、分布和时代，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火星早期火山活动的历史。惠鹤九教

授分两阶段介绍了月球水的研究历史，同时报道了关于月球早期水的最新研究成果。李雄耀博士通过介绍地球沙尘暴将

与会代表的注意力自然地引到行星表面的尘埃风暴，并详细介绍了月球尘埃环境、特性和尘埃运移机制等重要问题。论

坛最后一个报告者是周琴博士，她介绍了最近关于内太阳系撞击历史的模型，并通过月球陨石中锆石和磷酸盐矿物的离

子探针年龄学研究，讨论了月球早期多次大规模撞击事件的可能性，引起了与会代表热烈的讨论。 

本次“石话石说”学术论坛得到了重点实验室师生及办公室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石话石说”论坛将会继续下去，

为重点实验室和院系相关老师与学生搭建一个自由交流的重要学术平台。论坛结束后，外地与会代表都对重点实验室的

“石话石说”这种小而精的学术活动表示赞赏，并表达了支持这种学术活动一直办下去的意愿。 

固态照明与节能电子学协同创新中心组团赴英国学术交流 

撰稿人：固态照明与节能电子学协同创新中心管理中心  

近日, 协同创新中心学术团队在中心主任张荣教授带

领下, 陈敦军，陆海，陈鹏，刘斌等多位教授赴英国

展开了为期 6 天的学术交流访问。团队先后访问了谢

菲尔德大学、剑桥大学与约克大学。 

在谢菲尔德，学术代表团与英方皇家工程院院士 Tom 

Foxon，ICNS-9 大会主席 Robert Martin,谢菲尔德大

学教授 Tao Wang，IEEE 高级会士 John David 等进行

了为期 2 天的第一届中-英氮化物光电子学高级研讨

会，就新一代固态照明技术，紫外及可见光探测技

术，III 族氮化物光电子材料与器件等多方面进行深

入了研讨。期间，学术代表团还参观了英国 EPSRC 

III-V 族半导体技术国家实验室。 

在剑桥，代表团参观了剑桥大学先进光电子研究中心

(CAPE),与中心主任 Daping Chu 教授及他的学术团队展开热烈的研讨。特别地，双方就 CAPE 与世界知名企业包括德国蔡

司(Zeiss)公司、美国道康宁(Dow Corning)公司等世界知名企业的产学研模式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中心主任张荣教授指

出，剑桥 CAPE的高校企业合作模式非常值得协同创新中心参考和借鉴。 

在约克，中心主任张荣教授与约克大学校长 Koen Lamberts 进行了会面。代表团学术成员与约克大学电子工程系多位教

授以及自旋电子学研究中心主任 Yongbing Xu 教授等进行了学术研讨,并参观了约克微纳米研究中心。 

澳洲国立大学 FU Lan 教授访问固态照明与节能电子学协同创新中心 

撰稿人：固态照明与节能电子学协同创新中心管理中心  

2015 年 4 月 9-10 日, 澳洲国立大学电子材料工程系 Prof. FU Lan 访问南京大学及江苏省固态照明与节能电子学协同创

新中心，以新型 III-V 族半导体太阳能电池器件为题，介绍了澳洲国立大学在这方面的最新进展。协同创新中心韩平等

多位教授与她进行了学术研讨，并一起指导了正在联合博士培养的两名博士研究生。 

据悉 FU Lan 教授是澳大利亚研究委员学会的 Future Fellow, IEEE 的资深会员。她目前的研究兴趣主要是 III-V族化合

物半导体光电子器件，包括激光器和探测器，基于低维结构的超高效太阳能电池。近年来，她所在研究组与南京大学展

开了长期卓有成效的合作，已有多名研究生及青年学者赴澳大利亚联合培养和访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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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结构凝聚态物理与材料取得新的进展 

——0－3 型微结构材料解决了长期困扰 Bi0.5Na0.5TiO3 基无铅压电材

料中的退极化问题 

撰稿人：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张善涛 

 

我校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南京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

心的张善涛和陈延峰教授研究组，与国内外研究组紧密合作，在无铅压电陶瓷材料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他们的研究

论文“Semiconductor/relaxor 0-3 type composites without thermal depolarization in Bi0.5Na0.5TiO3-based lead-

free piezoceramics”在线发表于《自然-通讯》杂志上(Nature Communications 6:6615, doi:10.1038/ncomms7615 

(2015))。  

压电陶瓷有着非常广泛的用途。目前，主导应用市场的是含铅压电材料如钙钛矿结构氧化物 Pb(Zr,Ti)O3。由于铅的毒

性，含铅材料在生产、使用、废弃过程中会对环境、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环境保护的压力、环保意识的增强和可持续发

展的要求等，使得关于高性能无铅压电陶瓷的研究得到了广泛的重视。传统上，提高压电性能的方法是通过固溶构建准

同型相界。钙钛矿结构氧化物 Bi0.5Na0.5TiO3的固溶体是高性能无铅压电陶瓷的重要候选材料之一。限制 Bi0.5Na0.5TiO3类固

溶体实际应用的主要问题是其在 左右的热退极化，热退极化导致压电性减弱甚至消失。退极化温度决定了这类材

料可应用的温度区间上限。事实上，热退极化这一难题也是 Bi0.5Na0.5TiO3 材料研究的一个的重要基础性问题，其起源机

制和调控方法目前仍然不清楚。 

这项研究把半导体 ZnO 引入 Bi0.5Na0.5TiO3-BaTiO3中，发展了一种独特的制备技术，使之分布于 Bi0.5Na0.5TiO3-BaTiO3晶界

处，形成 0-3 型微结构材料（图 1）。这种微结构铁电材料显著地降低了退极化，当 ZnO 达到 30mole％时，完全抑制了

退极化效应，其极化一直可以保持到 BNT-BT 的铁电相变温度。仔细的实验表明，这种微结构之所以能够抑制退极化的机

制是：这种微结构材料进行极化后，外加的极化电场使得半导体 ZnO 中的电荷有序分布于 Bi0.5Na0.5TiO3-BaTiO3晶界处，

从而产生一个局域电场，这一电场在外电场撤消以后，继续保持，并稳定了 Bi0.5Na0.5TiO3-BaTiO3 晶粒中的电极化，因而

抑制甚至消除了 Bi0.5Na0.5TiO3-BaTiO3 的退极化（图 2）。本工作获得了审稿人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无铅压电领域中一

个重大的突破 (This piece of work is apparently a major breakthrough in the lead-free piezoceramic 

field)。 

这一工作的主要意义在于：（1）为实现 Bi0.5Na0.5TiO3-基无铅压电陶瓷的实际应用提供了基础；（2）跳出了传统的通过

固溶法优化压电性能的思路，证明微结构材料能够在压电材料中调控电荷的分布，为进一步发展高性能压电材料提供了

一种全新的视角；（3）有助于进一步理解 Bi0.5Na0.5TiO3 材料中的退极化机制、极化电场导致的结构相变、畴翻转动力学

等基础性问题。这一突破，再一次展示了微结构物理在解决重大技术瓶颈和问题中的独特优势。相关的材料技术已经申

报了国家专利，后续的研究正在展开。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是材料系硕士生张骥，通讯作者是张善涛教授和北京科技大学的陈骏教授。该工作由南京大学、北京

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

学(Technische Universität Darmstadt)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合作完

成。项目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教育部协同创新计划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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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型复合材料的微结构特征. 

图 2：复合结构抑制 Bi0.5Na0.5TiO3基陶瓷退极化的机制示意图。(a),(b)未引入 ZnO时，

在退极化温度附近，撤除极化电场后，退极化场使得 Bi0.5Na0.5TiO3基陶瓷迅速退极化。

(c),(d)引入 ZnO 后，极化电场导致 ZnO的电荷有序分布于 Bi0.5Na0.5TiO3基材料的晶界

处，形成一个局域电场，此电场能够抑制 Bi0.5Na0.5TiO3基材料晶粒中的退极化场，从而

抑制甚至消除退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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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建教授课题组在智能载药系统用于乏氧肿瘤的高

选择性光动力学治疗方面取得新进展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最近我校郭子建教授课题组在智能纳米药物输送系统用于

乏氧肿瘤的高选择性、高效光动力学治疗方面取得新进

展 。 其 成 果 “ H2O2-Activatable and O2-Evolving 

Nanoparticles for Highly Efficient and Selective 

Photodynamic Therapy against Hypoxic Tumor Cells”

于 2015 年 1 月 9 日在线发表(J. Am. Chem. Soc. 2015, 

137, 1539− 1547) 。 全 文 链 接 如 下 ：

http://pubs.acs.org/doi/abs/10.1021/ja511420n  。

该论文第一作者是我院博士生陈华超，郭子建教授和何卫

江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 

癌症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如何对癌症进行有效

治疗，以提高患者的治愈率和生存质量是癌症治疗领域的

研究热点。近年来，光动力学疗法成为高效治疗肿瘤的一

种极具发展前景的手段，它与传统的癌症治疗技术相比具

有非侵入性、创伤小、伤口愈合快速等多个明显优势。然

而目前用于光动力学治疗的光敏剂对肿瘤的选择性低，会

对癌旁的正常组织造成损伤而产生副作用，严重制约了光

动力学疗法的临床应用。此外，光动力学治疗过程中需要

氧气的参与，而肿瘤组织通常处于供氧不足的状态，这种

乏氧的微环境极大地降低了光疗的治疗效果，成为光动力

学疗法发展的另一障碍。因此，如何提高光敏剂对肿瘤的

选择性以及在乏氧环境中的抗癌活性成为光动力学治疗研

究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郭子建教授研究组开发了一种 H2O2激活型

的、αvβ3 整合素靶向的纳米颗粒(HAOP NP)用于肿瘤的

高选择性光动力学治疗，并且在光疗过程中可以催化细胞

内 H2O2分解生成氧气，克服了肿瘤细胞乏氧导致的疗效低

等问题。该体系以生物相容的聚合物 PLGA 为载体，同时

包覆光敏剂亚甲基蓝和过氧化氢酶，并在载体表面修饰环

肽 c(RGDfK) (图 1)。纳米颗粒在 c(RGDfK)的作用下特异

性地被αvβ3 整合素高表达的肿瘤细胞摄取之后，细胞

内高水平的 H2O2 迅速渗入纳米颗粒内部并在过氧化氢酶

的催化下分解产生氧气，大量的氧气使纳米颗粒内部压强

骤增从而导致壳层破裂并释放出亚甲基蓝(图 2)。在近红

外激光照射下，亚甲基蓝的光敏性被激活，产生大量具有

细胞毒性的单线态氧(
1
O2)引发肿瘤细胞凋亡。这种由肿瘤

细胞内 H2O2介导的
1
O2的可控释放过程协同 c(RGDfK)的主

动靶向作用，实现了对肿瘤的高选择性光动力学治疗。除

了选择性高、副作用低，该体系的另一优势是可以催化细

胞中的 H2O2 为光疗提供氧气，实现了治疗过程中氧气的

“自补充”，改变了肿瘤内部乏氧的微环境(图 3)，从根

本上解决了乏氧引起的疗效低、耐药性等问题。因此，本

工作为发展精准、高效的肿瘤光动力学治疗提供了一种新

的思路。 

该课题研究得到了 973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科技部

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的支持。 

 

 

 

图 1. HAOP NPs 用于乏氧肿瘤细胞的光动力学治疗

机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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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李丽教授课题组工作进展介绍 
 

撰稿人：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我校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李丽教授课题组自 2013 年开始参与了国家“核高基”重大专项“面向先进雷达的高性能数字信

号处理器研发及应用”项目的研制，目前成功开发了一款自主知识产权的可重构处理器 IP核（以下简称 RASP）。 

RASP 处理器基于可重构运算阵列的体系结构，突破了多级流水线 2-4-8 混合基蝶算单元，任意阶矩阵求逆的并行实现方

法等关键技术，通过粗粒度的动态重构方式，改变 RASP 中基本运算单元的拓扑结构和互连关系，以资源复用的方式实现

FFT/IFFT、FIR、相关、向量运算、矩阵运算等十余种算法的硬件加速，满足高性能信号处理典型应用的高实时性要求。

RASP 体系结构如图 1 所示。可重构协处理器通过总线接口与外部通用处理器和 DDR 进行通信，完成指令的配置以及数据

搬运。通用处理器向可重构处理器核发出配置信息，处理器核中主控制器解析配置信息，继而通过重构控制器对可重构

计算阵列进行实时动态重构，任务执行完成之后将结果返回 DDR。可重构协处理器中的运算数据由内部 DMA 通过总线接

口从 DDR 读取，计算完成之后的数据也由 DMA输出至 DDR。 

目前该处理器已经基于 TSMC40nm 工艺成功流片，并集成到华睿 2 号多核 DSP芯片中，功能和性能均满足用户需求。该处

理器的性能优势体现在，相比于通用高性能 DSP，仅消耗 55%的硅片面积，性能提高 2倍以上，功耗却降低一半。 

RASP 可重构处理器核的成功研制是该课题组将可重构计算相关研究成果与业界实际系统应用相结合并成功转化的一次突

破，也为解决当前芯片设计领域愈加严峻的“暗硅”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思路。 

 

（左图）图 2. HAOP NPs在 H2O2中破裂过程的扫描电镜图和亚甲基

蓝释放曲线。 

（右图）图 3. HAOP NPs处理后的肿瘤组织切片 HIF-1α染色图 

 

 

 

 

 

                                                                                                                

                             图 3. HAOP NPs处理后的肿瘤组

织切片 HIF-1α染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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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组装纳米振子用于实时监测多肽的磷酸化动力学过

程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方一民、王伟 

 

蛋白质或多肽的磷酸化指的是在蛋白质或多肽分子上引入一个磷酸（PO4）基团的化学反应。磷酸化是最重要的蛋白质转

录后修饰过程之一，是细胞生命活动的调控中心，在生物化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蛋白质磷酸化的监测对于研究细

胞生理过程、药物筛选和疾病诊疗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以荧光标记抗体和生物质谱为代表的传统技术侧重于进行磷酸

化反应产物的定性和定量检测，难以开展磷酸化反应动力学研究。这是因为经典的动力学分析方法往往依赖于研究对象

反应过程中的分子质量变化，而磷酸化过程则仅仅在数千乃至数万道尔顿的蛋白质分子上增加 78 道尔顿的分子质量

（PO4），因此难以检测。与细微的质量变化不同，生理条件下的磷酸化过程可引入两个负电荷。考虑到蛋白质往往自身

并不带电荷或仅带几个电荷，基于表面电荷的分析方法更适宜于磷酸化动力学研究。 

基于这一思路，化学化工学院王伟课题组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单晓楠博士合作发展了一种“纳米振子”方法，通过

研究带电纳米粒子在电场驱动下的运动行为精确测定其表面电荷（如图 1a 所示）。将目标多肽分子修饰到“纳米振子”

图 1. RASP 体系结构示意图。 

 

图 2.上图：集成了 RASP核的多核 DSP芯片

（TSMC 40nm）图。 

下图：集成了多核 DSP芯片的处理单元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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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面，可以利用表面电荷变化作为指示，实时监测纳米粒子的磷酸化动力学过程（如图 1b 所示）。该成果发表在

2015 年 Angew. Chem. Int. Ed. (2015, 54, 2538-2542.）上。此项研究分析了磷酸化过程所引起的蛋白质表面电荷变

化（而非质量变化），利用界面酶促反应动力学理论，测量了多肽分子在蛋白激酶作用下的磷酸化反应速率常数和米氏

常数。 

与传统磷酸化研究手段相比，该技术具有 3 个明显的优势：（1）实现了磷酸化动力学过程实时监测，一次实验即可得到

动力学曲线，而传统分析方法每次实验只得到一个数据点，需要多次重复实验才能得到一条动力学曲线；（2）由于 SPR

成像技术具有良好的空间分辨能力，在一次实验中可以同时观察不同反应，容易实现高通量研究，可以大大提高药物筛

选的效率（图 2 所示）；（3）由于 SPR 成像可以实现单个纳米粒子检测，每个纳米粒子上只有极少数分子，可以大大提

高检测的灵敏度，为单分子磷酸化过程的检测提供了新的思路。 

该项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1327008, 21405080, 21327902）和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BK20140592）的资助。 

 

 

 

 

 

 

 

 

图 1. (a)利用

SPR 成像技术检

测纳米振子表面

电荷的示意图; 

(b)纳米振子表

面修饰多肽实时

监测磷酸化过程

的示意图。 

 

 

图 2. (a)利用 SPR 成

像技术同时检测多个纳

米振子表面电荷的示意

图; (b)单个纳米振子

的放大图; (c)单个纳

米振子电荷变化指示的

磷酸化动力学过程 ; 

(d)单个纳米振子磷酸

化反应前后的统计分布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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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Development）发表杨中州课题组心脏

发育研究成果 
撰稿人：模式动物研究所 

我校模式动物研究所杨中州课题组在心脏早期发育调节机

制方面的研究成果“Akt1 signaling coordinates BMP 

signaling and β -catenin activity to regulate 

second heart field progenitor development”于 2015

年 02 月 15 号发表在国际学术杂志 Development。我校博

士生罗文为该论文的第一作者，杨中州教授为该论文的通

讯作者。 

第二心场祖细胞作为早期心脏发育的重要来源，表现出增

殖活跃与分化延迟的特征，而这一过程受到多条信号通路

与特定转录因子的调节，包括 BMP， WNT，FGF 信号等，

而对于已知的参与调控祖细胞稳态的 PTEN/AKT 信号通路

是否同样参与调节心脏祖细胞的发育以及早期心脏的形态

与功能尚不清楚。 

研究发现，第二心场特异性敲除 Pten 基因会上调 Akt 激

酶活性并异常活化 PTEN/AKT 信号通路，该通路的改变会

导致第二心场来源的右心室和流出道的发育异常，并最终

导致大部分小鼠胚胎期死亡。而敲除 Akt1 能够挽救 Pten

基因敲除小鼠的表型和死亡。进一步的机制探究发现

PTEN/AKT 信号通路一方面通过 FOXO 来调节 BMP 信号通路

的活性，另一方面通过稳定 WNT 信号通路的重要调节因子

Beta-catenin 来控制早期心脏的发育过程。 

该研究首次在体内遗传学水平上验证了 PTEN/AKT 信号通

路在调节心脏祖细胞发育中的作用，同时也阐述了多条信

号通路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早期心脏发育中的重要意义，

对理解心脏发育缺陷提供了新的思路。 

此项研究获得国家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经费资

助。 

 

 

 

 

 

图：第二心场剔除 Pten 小鼠导致右心室和流出道

发育异常。 

 



科技信息 2015 年第 4 期（总第 214 期） 20 

 

 

物理学院超导研究组在新型超导体 Ta4Pd3Te16 中观

察到新一类的量子磁通结构 
撰稿人：物理学院 

超导是电子系统发生配对凝聚以后的奇妙现象，具有很多独特的物理性质。大部分超导体属于二类超导体，当外加磁场

超过下临界磁场 Hc1 后，磁场会以量子化的形式进入超导体，形成量子磁通线。阿布里科索夫(Abrikosov)因为第一次预

言了这个重要现象，并被后来的实验所证实，因此与金兹堡(Ginzburg)一起获得 2003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磁通线之间

因为相互排斥会排布成三角格子或者四方格子，称为阿布里科索夫晶格。一般来说单个磁通横截面呈圆形，但是磁通的

形状在超导体中可能会受到材料电子特性的影响，如呈现四度和六度对称形状。在部分铁基高温超导体里由于电子向列

相的出现，个别磁通会沿着一个晶格方向发生畸变。在超导体尺寸受限的情况下，磁通结构也会发生畸变。此外，理论

计算表明单根磁通芯子里面会有准粒子束缚态的存在，并且表现出一定的形态，该束缚态的结构与超导材料的电子配对

机制等因素密切相关。 

最近，一种新型超导体 Ta4Pd3Te16 被发现，虽然其超导临界温度比较低，但是该系统是由很多准一维的 PdTe2 导电链状结

构所构成。理论计算表明它的费米面由多个能带构成，包含一维，二维和三维分量，因此沿不同晶向的费米速度会有所

差别。在这一材料中，单根磁通的形貌、磁通束缚态和磁通格子是否受到材料一维结构的影响就变得非常重要。此外有

必要弄清楚这一新超导材料的超导机理。 

我校物理学院闻海虎教授小组成功合成了 Ta4Pd3Te16单晶并开展了细致的电、磁特性和扫描隧道显微学研究。通过扫描隧

道显微镜的测量，他们发现了该材料表面的一维链结构（如图 1a），这些链之间的间距与其原子结构密切相关。对于其

超导隧道谱的测量和拟合，可以发现该超导材料至少有一个能隙有各向异性，甚至存在能隙的节点，如图 1c 和图 1d 所

示。    

另外他们在磁场下还首次观测到了样品表面的磁通图像，可以发现磁通并不是通常的圆形而被拉长成有趣的椭圆形状

（见图 2a），磁通格子也有所拉长和畸变。通过对单个磁通的测量，发现该超导体磁通中心仍然有束缚态存在（如图

2b），这一束缚态并没有因为磁通的各向异性而消失。该工作会引发对于椭圆形拉长的磁通结构，畸变的阿布里科索夫

磁通晶格的后续研究，另外也会促进对新超导体 Ta4Pd3Te16超导机理的理解。 

该工作于 2015 年 3 月 23 日发表于 Scientific Reports 5, 9408 (2015)。文章第一作者是杜增义同学，样品由李玉峰

同学和祝熙宇副教授生长，通讯作者为闻海虎教授和杨欢副教授。该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 973 项

目、教育部 985项目和 2011计划“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的支持。 

磁通量量子化即磁通量子化（flux quantization），指超导体宏观量子相干效应而出现的磁通量量子化。超导体在

超导态具有宏观量子相干特性，即超流电子的波函数具有同样的相位。根据量子力学对相位的基本表述，可计算出

在超导体内沿着某封闭路径走一圈，因为其波函数的单值性，相位的改变量是 2π的整数倍（包含零），反映在磁

通量上面总磁通量应该是 h/2e 的整数倍。这就是超导体中的磁通量子化。 

磁通量量子化是一种超导体中的磁通量量子化现象，磁通量的最小单位为磁通量量子：其中 h 为普朗克常数，而 e

为基本电荷。磁通量量子化出现在有外加磁场的第二类超导体中。当施加在第二型超导体的磁场小于临界磁场 Hc1

时，由于迈斯纳效应，超导体内没有磁通，超导体会有超抗磁性，此情形下的磁学性质和第一类超导体相同。但若

外加磁场大于另一个临界值 Hc2时，会有离散的磁通量，而大部份材料仍然维持超导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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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 Ta4Pd3Te16 超导体表面的原子形貌图，可以看到很多沿着晶格 b 方向平行的亮条，即 PdTe2 链；(b) 

亮条的周期和原子晶格的周期对应，证明了这些亮条的成因；(c、d) 用 s 波、d 波和各向异性的 s波对超导隧

道谱进行拟合，发现各向异性的 s波拟合效果最好。 

 

图 2. (a) Ta4Pd3Te16超导体在 0.8 T 磁场 0.45 K温度下的磁通格子，可以发现磁通成椭圆形拉长形状，排布

的阿布里科索夫磁通三角格子也发生畸变。在单根磁通(c)中发现了磁通中心束缚态的存在(b、d)，(b)显示的

是跨越一根磁通线测量到的隧道谱演变，(d)是磁通中心的隧道谱与远离中心的隧道谱相除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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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流期刊论文精选-《Science》杂志精选：科学

家绘出人脑进化“开关”调控图 
撰稿人：科技日报  2015 年 4 月 10 日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和科维理神经科学研究所合作的

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在人类大脑皮层的进化过程中，

在已知的 DNA调控因子区，有数千个基因“暗”开关

被打开和增强，这些启动因子和增强因子驱动了大脑

皮层中与自觉思考和语言相关的脑区的基因表达。相

关论文发表在近期的《科学》杂志上。 

据每日科学网站报道，人类诸多基因与其它灵长类动

物非常相似，这表明除了基因本身的变化以外，其变

化方式也是受控的，正是这一点把人类和其它动物区

分开来。与恒河猴和小鼠相比，这种差异或许解释了

人脑的某些结构和功能为何如此独特。一些潜在地受

这些调控因子引导的生理过程，对人脑的发育至关重

要。 

科维理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遗传学副教授詹姆斯

•努南说：“构造一个更复杂的大脑皮层可能涉及几

件事，包括制造更多细胞、修改皮层区域功能、改变

神经元之间的连接。我们在人类身上发现的调控改变

就与这些过程有关。这可能与细胞增殖、皮层花纹结

构及其他发育过程的进化改良有关，而这些过程在其

他物种中，通常处于保守状态。” 

研究人员首先绘制了在脑皮层发育 12 周内的活跃的

调控因子图，从中找出特殊的生化作用。他们对脑发

育中的恒河猴和小鼠也绘制了同样图谱，把三者对比

发现，有几千个调控因子在人脑发育中表现出增强的

活性。接下来，他们研究了调控增强带来的生物学效

果。利用 BrainSpan项目（一个免费访问的涵盖人类

整个寿命期间脑部基因表达的数据库）找出了在脑皮

层中起协调表达作用的基因组，与他们的发现相比较，确认了多个生理过程与人脑中大量的调控改变有关。 

论文第一作者斯蒂芬•瑞利说：“人脑被认为是一种极具创新的结构，而在构造哺乳动物大脑皮层这样一个古老的、极为

重要的过程中，这么多调控因子好像扮演了同一个角色，还是令人吃惊的。利用已有工具鼓捣出新的结构特征和功能，

这通常是一种进化的标志。” 

下一步，努南和同事们打算把他们发现的某些调控改变引入到小鼠基因组中，研究这些改变的功能及其对小鼠脑发育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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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流期刊论文精选-《Nature Materials》杂志

精选：世界首个有机光电材料“夜明珠”问世 

撰稿人：南京工业大学 2015 年 4 月 10 日 

 

自古以来，“夜明珠”被认为是稀世珍宝，其因含有特殊的无机矿物元素而长时间发光的长余辉现象，也为历代人所热

衷。近日，有机电子与信息显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江苏省柔性电子重点实验室、南京工业大学先进材料研究院

黄维院士领衔的 IAM 团队在有机合成材料中成功观察到这种长余辉现象，研制出纯有机的“夜明珠”。相关成果在国际

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材料》（Nature Materials）上发表，引起了业界广泛关注。 

“有机光电材料单线态和三线态激发态，因其高度活泼，其寿命在室温下通常分别在纳秒和毫秒量级，发光时间之短只

能通过精密仪器才能测出来，人眼根本无法分辨。”黄维院士介绍，“我们设计并制备了多个系列的室温单组份有机长

寿命磷光材料，其激发态寿命长达秒级，不仅如此，我们还开创了一种新型数据加密方法，让其加密效果通过裸眼就能

直接观察到。” 

据介绍，该团队对纯有机材料激发态寿命的调控，无需使用任何贵金属和其它重元素（譬如铱、铂、氘等元素）；通过

对相关材料的分子设计和发光机理等研究发现，引入特殊的分子堆积方式（H-聚集）对实现有机长余辉发光具有重要作

用；在此基础上，该团队成功实现了有机长余辉发光颜色从绿色到红色大范围可调，并将发光持续时间延长至 56 秒，从

而研制出世界上首例室温有机长余辉发光材料。 

“有机长寿命发光材料是一类具有独特发光机制的新型材料，该类材料集成了有机材料的柔性与余辉材料长寿命发光等

优点，在疾病诊断、生物细胞成像和货币防伪等光电子学各领域均具有重要意义。”团队成员陈润锋副教授说。 

“该研究为有机光电功能材料的激发态调控提供了一条革命性的思路和途径，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譬如在有机太阳能

电池方面，延长激子扩散距离，从而提高器件性能；在生物领域，可以有效地消除背景荧光等等；在数据加密和信息防

伪领域，可以实现无需精密仪器的裸眼观测。以人民币防伪为例，只需将太阳光照射后的人民币移至暗处，就可看到不

同颜色和不同持续时间的长寿命发光，实现颜色和寿命的双重防伪。这一原创性研究成果对深入了解有机光电功能材料

的发光行为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同时也拓展了有

机光电功能材料在数据加密方面的新应用，发展了

信息安全领域的新技术。”黄维院士评价说。 

据悉，此项创新性研究工作是在江苏-新加坡有机电

子与信息显示联合实验室框架下，由南京工业大

学、南京邮电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三所高校的科

研人员经过多年的努力、通力合作完成。参加项目

研究的还有新加坡国立大学化学系刘小钢教授、邓

人仁博士，南京工业大学的安众福博士、史慧芳博

士以及南京邮电大学的郑超、陶冶和李欢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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