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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味受体介导气道平滑肌舒张的机制(C. -H. Zhang et al, Nature Medicine, 2012, vol. 18, 
648-650.) 

 本期刊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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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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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新闻 

02 
2012 年度获得江苏省科技厅各类科技

项目情况通报 

05 
人工微结构与量子调控协同创新中心

在南京成立 

06 
生命的化学基础协同创新中心培育启

动仪式举行 

07 
水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协同创新中心培

育启动仪式在我校举行 

08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培育

启动 

09 
两岸三地专家学者聚首我校热议“氢

能” 

09 
第四届地质（岩土）工程光电传感监

测国际论坛在苏州召开 

科学研究 

10 
封面文章—苦味受体介导

气道平滑肌舒张的机制 

11 
正交作用自组装超分子聚合物取

得重要进展 

12 
利用量子自旋霍尔系统测量

电子纠缠 

13 
化学化工学院燕红课题组在 B-H

及 C-H 键活化方面的研究取得新

进展 

14 石松生物碱的高效化学合成 

15 
通过应变调控晶体表面结构

提高催化性能的研究取得重

要进展 

国际热点 

15 
《Nature》杂志精选：科学

家研制高效基因组改编方法 

16 
《Nature》杂志精选：新型热电

材料实现迄今最高“热变电”效

率 

16 
《Science》杂志精选：科学

家打造出最小冰晶 

 

内容提要 
我校模式动物研究所朱敏生教授课题组对气道平滑肌
中苦味受体的研究成果发表在 2012 年的 Nature 
Medcine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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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我校化学化工学院王乐勇教授课题组在以四重氢键和
主客体识别作用（冠醚/吡啶盐、柱芳烃/吡啶盐）正
交构筑超分子聚合物方面取得一系列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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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度我校共获得江苏省科技厅各类科技项目 73 项（含政产学研合作

平台 10 项），总经费 3778 万元（含政产学研合作平台 885 万元）。其中：

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8 项；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22 项（含政产学研合作平台 2 项）；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5 项；科

技支撑计划(工业)项目 11 项（其中重点项目 1 项、重要技术标准项目 1 项，

含校外平台 3 项）；科技支撑计划(社会发展)项目 3 项；科技支撑计划(农

业)项目 1 项；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计划（重点实验室）项目 1 项；产学研联

合创新资金项目（前瞻性联合研究项目）10 项（含政产学研合作平台 4

项）；产学研联合创新资金项目（高校技术转移中心建设项目）1 项；产学

研联合创新资金项目（共建综合性载体和新型研发机构项目）1 项（政产学

研合作平台项目）；参加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项目 2 项。江苏省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鼓励青年科技人员积极投入创新活动、自由探索，

着力培养青年科研人才，建设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的高水平基础研

究后备队伍，以支持青年人才在发展创新型经济、建设创新型省份中做出贡

献。南京大学共申报 35 项，批准 20 项，经费为 400 万元。 

其中省科技厅于本年度新设立的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我校获

批 8 项，居全省第一；科技支撑计划(工业)项目我校以 11 项（含政产学研

合作平台 3 项）的成绩列全省第一；产学研联合创新资金项目（前瞻性联

合研究项目）共获批 10 项（含政产学研合作平台 4 项），获批数为历年之

最。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为今年首次设立，旨在培养能进入国

家杰出青年基金人选等高层次青年科技人才，支持省内优秀青年科研人才面

向江苏地方和国家需求开展创新研究，造就拔尖人才，培育创新团队，显著

增强我省基础研究的影响力和若干重要科学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南京大学

经过校内筛选，共申报 13 项，批准 8 项，经费为 800 万元。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项目负

责人 
经费

（万） 
完成

时间 

BK2012011 伽玛射线暴及相关天体物

理问题的研究 

天文与空

间科学学

院 
王祥玉 100 2015 

BK2012012 化学小分子在生物医药中

的创新应用 
化学化工

学院 
张艳 100 2015 

BK2012013 超导量子比特和门电路研

究 

电子科学

与工程学

院 
孙国柱 100 2015 

BK2012014 
循环 microRNA 及分泌

microRNA的功能研究与

应用探索 

生命科学

学院 陈熹 100 2015 

BK2012015 

可见光响应的复杂氧化物

的合成及其应用于光催化

还原 CO2 为碳氢燃料的基

础研究 

物理学院 周勇 100 2015 

BK2012016 
钙钛矿磁电异质结构的制

备及其量子调控研究 

现代工程

与应用科

学学院 
吴迪 100 2015 

BK2012017 
新型环境功能纳米复合材

料的结构调控及在废水深

度处理中的应用 
环境学院 潘丙才 100 2015 

BK2012018 多尺度遥感信息协同处理

与城市人居环境评价 

地理与海

洋科学学

院 
杜培军 100 2015 

合计    800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旨在鼓励青年科技人员积极投入创新活动、

自由探索，着力培养青年科研人才，建设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的高

水平基础研究后备队伍，以支持青年人才在发展创新型经济、建设创新型省

份中做出贡献。南京大学共申报 35 项，批准 20 项，经费为 400 万元。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项目负

责人 
经费

（万） 
完成 
时间 

BK2012297 
吲哚类生物碱

TrigonoliimideC 和

Phalarine 的全合成研究 

化学化工

学院 
郑文华 20 2015 

BK2012298 

具有不同暴露晶面铈基催

化剂对“NO+CO”催化

反应机理的准原位光电子

能谱和原位红外研究 

现代分析

中心 高飞 20 2015 

BK2012299 太阳爆发活动与空间灾害

性天气的相关研究 

天文与空

间科学学

院 
李川 20 2015 

BK2012300 
微纳米尺度下磁性圆盘的

翻转控制及其动力学性质

的研究 
物理学院 孙亮 20 2015 

BK2012301 红外-可见波段偏振调控

超构材料的研究 
物理学院 熊翔 20 2015 

BK2012302 石墨烯的结构与界面调控

及其器件应用研究 

电子科学

与工程学

院 
王欣然 20 2015 

BK2012303 演化强化学习方法与应用

的研究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系 
俞扬 20 2015 

BK2012304 基于视频内容重组的显示

适配关键技术研究 
软件学院 任桐炜 20 2015 

BK2012305 有限理性条件下群体决策

行为建模与作用机制研究 
工程管理

学院 陈星光 20 2015 

BK2012306 
杨树 ABA受体 PtPYRL
基因家族研究及抗逆基因

工程应用 

生命科学

学院 杨磊 20 2015 

BK2012307 
微囊藻毒素-LR 长时期低

剂量暴露对雌性小鼠生殖

功能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医学院 吴江 20 2015 

BK2012308 
真菌漆酶 LACs 的不对称

C-C 偶合功能研究及其对

活性小分子的定向催化 

生命科学

学院 赵国琰 20 2015 

BK2012309 
动力型锂离子电池负极钛

酸锂制备与非对称电化学

动力学 

现代工程

与应用科

学学院 
何平 20 2015 

BK2012310 南京市大气细颗粒物背

景、来源和控制机制研究 
环境学院 赵瑜 20 2015 

BK2012311 
植物根系影响纳米材料修

复砷污染土壤的微界面机

制及其环境效应 
环境学院 罗军 20 2015 

BK2012312 有机质对稻田中汞的水生

生物可利用性影响研究 环境学院 钟寰 20 2015 

BK2012313 
苏北盆地 CO2 咸水层封

存储量及泄漏风险评估的

不确定性研究 

地球科学

与工程学

院 
施小清 20 2015 

BK2012314 
城市冠层模式中人为水汽

和水分平衡过程参数化方

案研究 

大气科学

学院 王学远 20 2015 

BK2012315 
江苏辐射沙脊群海域地波

雷达资料同化及三维海流

信息反演、预报 

地理与海

洋科学学

院 
张继才 20 2015 

BK2012316 江苏潮滩地貌的空间自组

织行为 

地理与海

洋科学学

院 
于谦 20 2015 

合计    400  

 

 

2012 年度获得江苏省科技厅各类科技项目情况通报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华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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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以获得基础研究创新成果为主要目的，着眼于

总体布局，突出重点领域，凝聚优势力量，激励原始创新，提升我省基础研

究整体水平。南京大学共申报面上项目 35 项，批准 15 项，经费为 158 万

元。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项目 
负责人 

经费

（万） 
完成 
时间 

BK2012719 
蛋白门控的新型氧化

硅控制释放体系的构

筑及其性能 
化学化工学院 杜学忠 10 2015 

BK2012720 马氏过程与非线性狄

氏型 数学系 胡泽春 10 2015 

BK2012721 
超声激励下的纳米材

料表面力学参量表征

及应用研究 
物理学院 张辉 10 2015 

BK2012722 
应用非互易光子晶体

实现新型宽频带单向

传输波导的研究 

电子科学与工程

学院 伍瑞新 10 2015 

BK2012723 语义 Web 数据的自

动摘要方法 
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系 程龚 10 2015 

BK2012724 

MLH1 pre-mRNA选

择性剪接的表观遗传

调控及其对胃癌预后

与治疗的指导意义研

究 

医学院 范怡梅 10 2015 

BK2012725 
姜黄素改善高果糖饮

食大鼠脂代谢紊乱的

分子机制研究 
生命科学学院 李建梅 10 2015 

BK2012726 

甘草次酸靶向作用于

CHOP 调控 cathepsin 
B 改善非酒精性脂肪

肝 

生命科学学院 吴旭东 10 2015 

BK2012727 
低温等离子体接枝改

性膜式人工肺表面的

基础研究及应用 
化学化工学院 李磊 10 2015 

BK2012728 
面向公交优先道路分

级下的城市路网结构

优化研究 
建筑学院 石飞 18 2015 

BK2012729 
碳包埋低熔点合金纳

米粒子的可控制备及

其生物检测性能研究 

现代工程与应用

科学学院 唐少春 10 2015 

BK2012730 
复杂变形特征下的三

维区域地面沉降模型

研究 

地球科学与工程

学院 叶淑君 10 2015 

BK2012731 
江苏沿海滩涂湿地垦

殖对土壤氮素转化速

率影响机制分析 

地理与海洋科学

学院 金晓斌 10 2015 

BK2012732 
基于 BiOI光催化降

解磷酸三氯丙酯的机

理研究 
环境学院 杨绍贵 10 2015 

BK2012733 
发达地区重金属污染

对人群健康的影响及

风险研究 
环境学院 黄蕾 10 2015 

合计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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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科技创新工程行动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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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与技术储备。

南京大学申报 17 项，批准 8 项，经费为 580 万元。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项目 
负责人 

经费

（万） 
完成

时间 备注 

BE2012155 
无线射频、卫星定位系

统和数字地理的信息融

合技术 

电子科学

与工程学

院 
叶芝慧 120 2014 重点

项目 

BE2012156 
应用于薄膜光电池和柔

性电子器件的纳米金属

电极材料 

化学化工

学院 史方 60 2014  

BE2012157 
面向无线分布式基站宽

带接入的集成光器件及

应用系统 

现代工程

与应用科

学学院 
陈向飞 60 2014  

BE2012158 新一代放疗导航机器人

的研制 

电子科学

与工程学

院 
葛云 60 2014  

BE2012159 
碳基纳米笼新材料的大

量制备及其在储能器件

中的应用 

化学化工

学院 胡征 60 2014  

BE2012160 

树脂基纳米铁氧化物复

合功能材料的研制及其

用于水体深度除磷与资

源化 

环境学院 吕路 60 2014  

BE2012161 
情报研判云：基于海量

数据挖掘的犯罪情报研

判平台技术研发 

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

系 
王崇骏 60 2014  

BE2012508 日全盲紫外技术标准研

究 

电子科学

与工程学

院 
闫锋 100 2014 

重要

技术

标准

项目 
合计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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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实施民生科技促进行动，着力加强生物技术和新医药产业的核心

技术突破，积极推进科技社区建设、组织实施民生科技示范工程，加快民生

领域的科技创新。南京大学申报 9 项，批准 3 项，经费为 80 万元。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项目 
负责人 

经费

（万） 
完成

时间 

BE2012735 涂层可降解的药物洗脱冠

脉支架及其关键制造技术 

现代工程

与应用科

学学院 
张弢 25 2015 

BE2012736 
高效聚磷微生物菌剂制备

及其在污水生物除磷应用

示范 
环境学院 杨柳燕 25 2015 

BE2012737 
基于区域典型重金属有机

物复合污染的综合环境风

险评价技术与示范 
环境学院 李梅 30 2015 

合计    80  

 

科技支撑计划（农业） 
江苏省科技支撑计划（农业）重点加强农业优良品种培育、高效农业产业关

键技术和农业高新技术研发、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建设，以充分发挥科技创新

对现代农业的支撑引领作用。南京大学申报 2 项，批准 1 项，经费为 40 万

元。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项目 

负责人 
经费

（万） 
完成

时间 
BE2012372 解淀粉芽孢杆菌 CC09 菌

株与环脂肽联合增效新生

防菌剂的研发 

生命科学

学院 
薛雅蓉 40 2015 

合计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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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计划（重点实验室） 
重点实验室项目突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培养，重点围绕关系未来战略产业竞争

的交叉学科，依托具有国内一流水平的科教单位，开展重大科学技术前沿研

究和原创性应用基础研究，抢占未来技术制高点。南京大学申报 1 项并获

批，经费为 40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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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项目 
负责人 

经费

（万） 
完成

时间 

BM2012113 江苏省地理信息技术重点

实验室 

地理与海

洋科学学

院 
李满春 400 2015 

合计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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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与《江苏省“十二五”

科技发展规划》衔接，引导、鼓励企业主动介入早期研发，出资联合高校院

所，开展以应用为导向的基础性原始创新和前瞻性技术开发研究；引导高校

院所科研人员围绕企业需求，联合企业共同开展前瞻性技术研发。南京大学

申报 6 项，批准 6 项，经费为 235 万元。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项目 
负责人 

经费

（万） 
完成

时间 

BY2012185 
依诺沙星和帕珠沙星在

siRNA 或内皮抑素联合抗

肿瘤新适应症研究 
医学院 徐根兴 40 2014 

BY2012186 
嵌入式视音频内容监测平

台 
电子科学与

工程学院 陈相宁 30 2014 

BY2012187 
基于真延时时控阵的新体

制雷达关键技术和体系架

构研究 

电子科学与

工程学院 张兴敢 60 2014 

BY2012188 间二甲苯空气氧化反应-分
离强化及能量集成研究 

化学化工学

院 张志炳 40 2014 

BY2012189 FBR-Fenton 废水深度处理

技术与设备开发 环境学院 任洪强 40 2014 

BY2012190 面向动漫模型创作的交互

式实例建模技术研究 
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系 孙正兴 25 2014 

合计    235  

 

产学研联合创新资金项目（高校技术转移中心） 

产学研联合创新资金项目（高校技术转移中心）支持省内已建高校技

术转移中心引进国内外复合型领军人才和团队，建设高水平、专业化

的技术转移示范机构。我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心获得支持 200 万元。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项目 
负责人 

经费

（万） 
完成

时间 
BY2012220 南京大学技术转移示范中

心 
科技成果

转化中心 
张晓东 200 2015 

合计    200  

 

校外平台所获项目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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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项，

总经费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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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支撑计划(工业)项目 3 项，获批经费 260 万元；

产学研联合创新资金项目（共建综合性载体和新型研发机构项目）1

项，获批经费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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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万元。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项目 
负责人 

经费

（万） 
完成

时间 
BK2012217 基于固体超强酸纳米杆阵

列制备质子交换膜的研究 
南京大学昆

山创新研究

院 

姚颖方 20 2015 

BK2012218 离子液体在淡水环境中的

环境过程机制及构效关系 
南京大学昆

山创新研究

院 

邓芸 20 2015 

BE2012089 高效柔性可编织染料敏化

太阳能电池 
南京大学昆

山创新研究

院 

叶金花 80 2014 

BE2012098 利用凹土等天然纳米结构

矿物研发新型建筑节能装

饰材料--软瓷 

南通南京大

学材料工程

技术研究院 

陆洪彬 100 2014 

BE2012116 高浓度活性偶氮染料废水

的微波诱导催化-类
Fenton-生物耦合技术的研

发 

南京大学盐

城环保技术

与工程研究

院 

孙成 80 2014 

BY2012149 洛索洛芬原料药的合成 南京大学淮

安高新技术

研究院 

尹桂 15 2014 

BY2012136 盐生植物海滨锦葵的开发

利用---锦葵中木脂素含量

的提高及木脂素的分离提

取和生物活性 

南京大学连

云港高新技

术研究院 

朱海亮 40 2014 

BY2012154 基于新型吸附材料吸附的

农药废水生化尾水深度处

理集成技术研究 

南京大学盐

城环保技术

与工程研究

院 

王津南 15 2014 

BY2012155 基于磁性树脂吸附的化工

废水深度处理技术研究与

应用 

南京大学盐

城环保技术

与工程研究

院 

周庆 15 2014 

BY2012235 南京大学昆山创新研究院

建设 
南京大学昆

山创新研究

院 

邹志刚 500 2015 

合计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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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南京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复

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在南京联合举行“人工微结构与量子调控协

同创新中心”组建培育启动仪式。 

江苏省副省长曹卫星、省教育厅厅长沈健、教育

部科技司副司长雷朝滋等领导，闵乃本、邢定钰、

游效曾、郑有炓、吴培亨、祝世宁等两院院士，

我校校长陈骏、常务副校长张荣、副校长潘毅、

校长助理李成，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叶向东、

复旦大学校长助理丁光宏等出席启动仪式。张荣

主持启动仪式。 

陈骏代表学校对协同创新中心的建立表示祝贺，

希望中心能进一步推动各方协作，在协同创新的

机制体制上不断探索，进而产生原创性科研成果，

并表示南京大学将全力支持中心各方面工作的开

展。 

随后，来自南大、中科大、复旦、浙大和中科院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的代表签订中心培育组建协

议。 

曹卫星、沈健、陈骏、闵乃本共同为协同创新中

心揭牌，宣告人工微结构与量子调控协同创新中

心的组建培育工作正式启动。 

按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的要求，“人工微

结构与量子调控协同创新中心”将针对后摩尔时

代人类信息技术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以新型

微结构材料中的量子调控科学与技术为核心，推

动信息载体和信息处理手段从经典到量子系统的

演变，为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奠定材料和器件物

理基础，使中国成为相关核心技术的重要发源地。 

协同创新中心目前已组成由 12 位院士领衔、

300 多名优秀科学家参加的研究队伍，由闵乃

本担任中心科学咨询委员会主任，邢定钰、龚新

高、张富春、张翔担任组建培育期主任。陈骏向

闵乃本和中心主任代表颁发了聘书。 

邢定钰和闵乃本先后发言，他们回顾了各协同单

位相互合作的历史渊源和协同创新中心的组建历

程，介绍了中心的状况和未来的研究方向和改革

措施，并展望了中心的发展愿景。 

在启动仪式结束后，协同创新中心机制体制改革

座谈会举行。潘毅主持座谈会。座谈会上，陆延

青教授就协同创新中心的基本情况和建设方案向

与会专家学者做了详细汇报，指出要将协同创新

中心建设成为微结构科学与量子调控领域具有重

要影响力的世界级科研中心、学术交流中心和人

才培养基地。 

游效曾院士、祝世宁院士、龚新高教授等专家学

者先后发言，指出协同创新中心未来面临的诸多

挑战和困难，并提出许多务实性的意见和建议。 

中科大、复旦、浙大、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

院等协作单位的与会代表表示，将从人事考核、

招生、实验装置、学校政策等多个方面全力支持

协同创新中心的发展。 

教育部雷朝滋副司长代表教育部对协同创新中心

的成立表示祝贺。他表示，要充分认识落实教育

部、财政部《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

称 2011 计划）的核心内涵，准确把握机制体制

创新，为创新驱动发展和创新型国家建设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相关背景 

 

南京大学微结构国家实验室 
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于 1984 年成立，

1987 年通过国家验收，1995 年被批准开放，

是由国家计委首批投资建设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之

一。实验室以凝聚态物理学、材料科学和信息科

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为依托，以量子调控研究、

人工纳米结构材料与器件等为主要研究方向，设

计、制备微米、亚微米、纳米尺度的新结构，揭

示新的量子效应，发展量子调控科学，进而发展

新一代的光电器件及其应用，以期为技术创新提

供科学积累，促成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跨越式

发展。通过凝聚各方资源，建设成为从事高水平

科学研究、拥有高层次实验研究平台和高素质的

科学技术队伍、具有学科交叉、人才汇聚、管理

科学、流动开放等特征的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微结

构研究基地和国家科技现代化的创新平台。 

  

人工微结构与量子调控协

同创新中心在南京成立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新闻中心 



科技信息 2012 年第 10 期（总第 184 期） 6 

 

 
 

 

相关背景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是我国最早设立的化学院系之

一，始建于 1920 年，后经中央大学化学系和金陵大

学化学系合并而成，1993 年成立化学化工学院。学

院下设化学系、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和化工系；现有

教职工 230 人，其中中科院院士 6 名，教育部“长

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讲座教授 4 人、国家杰

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3 名，博士生导师 63 名、教授

67 名。在籍本科生 900 多人，博士和硕士研究生

700 多人。学院拥有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仪器设

备和极其丰富的专业图书资料，学院图书馆藏书量

15 余万册，在全国化学类图书馆中名列前茅；总面

积 2.8 万平方米的化学楼和实验楼为教学科研的开展

提供了有利条件。 

 

阿龙•切哈诺沃 
1947 年 10 月 1 日生，以色列生物学家、拉帕波特

医学研究学院负责人、以色列人文和自然科学院院士、

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由于发现了泛素调解的蛋

白质降解，与阿夫拉姆•赫什科、欧文•罗斯一起获得

了 2004 年诺贝尔化学奖。他是第一位获得科学类诺

贝尔奖的以色列人。 

 

 

 

9 月 21 日下午，生命的化学基础协同创新

中心培育启动仪式在我校鼓楼校区举行。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常务副校长张荣、副

校长潘毅，中科院院士陈洪渊、江元生、

游效曾教授和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等相关领

导和专家出席仪式。 

启动仪式上，张荣常务副校长首先代表南

京大学致欢迎词。他表示，在当今变幻莫

测的社会中，化学对生命科学的发展至关

重要，是解决人体健康、疾病的诊疗等领

域重要科学问题的基础，因此成立协同创

新中心十分必要。南京大学在化学与生命

的交叉领域有非常雄厚的基础，拥有一支

具有国际影响的人才队伍和一流的科学平

台和实验设施，近年来承担了多个国家重

大项目和研究计划，具备了协同创新中心

成立所必须的基础条件和人才储备。他相

信，此次由南京大学牵头发起的生命的化

学基础协同创新中心在不久的将来，一定

会成为一流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基地，

为提升人类生命质量做出重要贡献。 

陈洪渊院士向与会者介绍了协同创新中心

的基本情况：目前，协同创新中心的学术

队伍中不仅包括 9 名中科院院士和教育部

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在

内的学术带头人及青年骨干，而且还引进

了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龙•切哈诺沃及多名

千人计划入选者。中心通过融合化学、生

物学等多个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技术，

从分子水平上研究复杂的生命体系，揭示

分子识别的本质，创造对生命过程具有调

控作用的活性物质，从而为生命科学与生

物医学的基础研究、新药研发、分子识別

与信息提取、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新的途

径；为医药、农业和环境等领域高新技术

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同时也为利用化学

与生命科学的原理、方法与技术来解决生

命体系与人类健康中一些若干疑难问题提

供新的研究平台，引领相关检测技术与生

物医药产业的发展。陈骏、陈洪渊、黄春

辉、施蕴渝、江元生、游效曾等共同为协

同创新中心揭牌。  

生命的化学基础协同创新中心是由南京大

学牵头，联合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等单位的

研究骨干组成的研究团队，他们将在化学

与生命的交叉领域开展工作，为研究生命

过程中的化学本质及其调控做出献。 

 

 

生命的化学基础协同创新中心培育启动仪式举行 
撰稿人：新闻中心、科学技术处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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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3 日，南京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

中国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等单位在南京大学联合

举行“水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协同创新中心”培育

启动仪式。 

原国家环保局副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金鉴明，

环境保护部科技委委员、中国环保产业协会副会

长祝兴祥，江苏省教育厅副厅长殷翔文，江苏省

环保厅副厅长蒋巍， 中国工程院院士蔡道基、

曲久辉、王浩、王超、张全兴，南京大学校长陈

骏，同济大学副校长蒋昌俊，浙江大学农业生命环境学部主任张国

平，各协同单位负责人，南京大学各部处负责人以及环境学院师生

出席启动仪式。仪式由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张荣主持。 

仪式上，陈骏校长首先代表南京大学对协同创新中心的组建表示祝

贺。他指出，水污染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

颈之一，构建水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协同创新的新模式与新机制具有

重大意义，南京大学将为中心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财力和条

件支撑。他希望中心能推动各方密切协作，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

等各个方面取得更突出的成绩，为我国的环保事业做出卓越贡献。 

张全兴院士对“水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协同创新中心”的基本情况作

了简要介绍。协创中心由南京大学牵头，与同济大学、浙江大学、

中国宜兴环保科技工业园共同建立，协同单位包括河海大学、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国

家环保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和 10 家国内水处理与 装备龙头企业、

6 个国家级环保产业基地。目前，中心拥有 3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4 个国家级工程中心、8 个国家重点学科和 20 多个省部级重点实验

室和工程中心。未来将组建以城镇水污染控制、工业水污染控制、

面源污染控制、先进水处理装备基地的“三平台一基地”为核心的

10 个创新团队，在产研深度合作、复合人才培养、绩效考核等方

面探索高效运行与动态管理新机制。 

四家主要参与单位负责人签订了中心培育组建协议，牵头单位南京

大学还与各协同单位签订了中心培育组建协议。 

陈骏、金鉴明、殷翔文、蒋巍为中心揭牌。各主要参与单位负责人

向中心主任和技术咨询委员会成员颁发了聘书。中心培育期主任将

由张全兴院士担任，中心技术咨询委员会由钱易、曲久辉、孟伟、

金鉴明、蔡道基、王浩、王超、候立安、张全兴九位院士及祝兴祥

副会长等专家组成，钱易院士任主任，曲久辉院士、孟伟院士任副

主任。 

 

相关背景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 
南京大学是全国最早开展环境科学研究和教学的单位之一。1978 年教育部

批准成立环境科学研究所，1984 年成立环境科学系，1993 年更名为环境

科学与工程系，1999 年成立环境学院，下设环境科学系和环境工程系。自

1978 年以来，环境学院已逐步形成了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和

继续教育完整的环境教育体系。现有环境科学和环境工程两个系，以及“污

染控制与资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等 10 余个研究单位。 

  

水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协同

创新中心培育启动仪式在

我校举行 

撰稿人：新闻中心、科学技术处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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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0 日，“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揭牌仪式在我校举行。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

海军指挥学院院长沈金龙，海南省委常委、组

织部长李秀领，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南

京大学校长陈骏，国家海洋局原局长孙志辉，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杨慧林等出席本次揭牌仪

式。仪式由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张荣主持。 

中国科学院院士、我校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教

授王颖出任中心主任。她在揭牌仪式上介绍中

心的筹建情况。据悉，在外交部、海南省、国

家海洋局三个政府部门的支持下，我校联合中

国人民大学、海军指挥学院、中国南海研究院、四川大学、中国科

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按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的要

求，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牵引，以机制体制创新为核心，培育组建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该中心将依托南京大学地理信息、

海洋海岛研究、边疆史学、文献情报、国际关系等方面的多学科优

势，协同国内外相关研究力量，通过创新机制的改革，带动南海问

题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应用和基础性

研究，为国家有关部门提供基础信息与决策支持服务，打造综合研

究南海问题的重镇，学科集群和名师大家会聚的高地，复合型、创

新型海洋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南海文献基地，南海研究的高端智库和

常设性国际对话平台。 

洪银兴在致辞中介绍了各协同单位在南海研究领域的基础条件和前

期优势，并对中心的和谐、科学和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四点要求：一

是深度融合，鼓励创新。打破各学科以及高校与其他创新主体间的

壁垒，取长补短。积极探索创建不同于现有南海研究的新模式，使

各有优势的主体通过协同产生新的优势和能量。二是力推精品，服

务决策。坚持以创新、质量和贡献为导向，创建一批有特色的数据

库群和产生一批有份量的著述、报告和学术论文。服务政府决策，

丰富南海研究内容，着力提升学术的国际影响力。三是尊重人才、

倡导贡献。倡导“以人为本，海纳百川”的理念，以人才的成长、

队伍的汇聚、潜能的发挥为出发点，构建人才辈出的文化环境，实

现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能力的同步提升。四是平等尊重，规范

运行。以日常运行的规范化和体制机制的创新，带动南海研究领域

学科、人才、科研的创新。 

李卫红代表教育部向中心的培育启动表示祝贺。她指出，教育部为

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精神，积极推动协同创新。南京大学瞄准“南海研究”这一领域，

发挥自身多学科优势、争取国家有关部委院所的支持，联合国内南

海研究领域的各方力量，开展协同创新研究，体现了高等学校与科

研院所对国家目标、国家战略的勇于担当。她希望南海研究协同创

新中心打破校际、校院、校府壁垒，大力培养涉海事务精英人才、

产出科研精品、提升国际影响力，为文化传承献力，为国家改革开

放、发展与稳定的大局服务，成为文化传承类协同创新中心运行的

成功典范。 

据了解，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计划下设若干个协同创新平台，

包括南海环境资源研究平台，南海经济、东亚多民族文化与政策研

究平台，南海疆域历史与权益研究平台，南海海洋地理信息系统与

遥感动态监测平台，海洋法公约在南海地区的适用性研究平台，南

海问题的军事外交政策研究平台，联合培养高层次人才专项，中科

院“南海资源环境与海疆权益”咨询项目院士专家组。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培育启动 

撰稿人：新闻中心、科学技术处摘编 



科技信息 2012 年第 10 期（总第 184 期） 9 

 

 

 

9 月 22 日，由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氢能专业委员会主办、

南京大学承办的第 13 届全国氢能学会暨第 5 届两岸三地

氢能研讨会在鼓楼校区大礼堂召开。我校校长陈骏，国务

院能源参事石定寰，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

氢能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毛宗强，台湾氢能与燃料电池学

会理事长黄炳照，中国工程院院士、江苏省科协主席、原

南京工业大学校长欧阳平凯，中科院院士、原中国石油天

然气股份公司副总裁贾承造以及海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和生产企业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参加了会议。南京大

学环境材料与再生能源研究中心主任邹志刚教授担任会议

主席并主持开幕式。 

陈骏致开幕词。他表示，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是国家需

求，氢能作为一种新型的高效、洁净的二次能源被认为是

人类未来 能源利用的最终解决方案。全国氢能会议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氢

能领域交流的学术会议，促进政府、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研究。

南京大学通过承办此次会议，将继续深入参与到氢能相关学科的全国性科学

与技术交流中，推进氢能领域的发展，建设绿色环保型国家。 

石定寰在讲话中指出，我校在氢能源研究领域聚集了一批优秀的专家学者，

尤其在氢能源汽车应用方面取得了优异的实践效果。他希望与会学者通过氢

能领域最新科技创新成果的探讨与交流，促进我国在世界氢能源开发应用中

取得长足的发展。 

黄炳照向与会专家学者介绍了台湾地区氢能研究的最新进展。开幕式结束后，

特邀嘉宾欧阳平凯、贾承造、邹志刚、毛宗强分别作了《生物质能与氢能》、

《全球能源发展趋势与我国能源战略 》、《光催化太阳能海水制氢的可行

性》、《普及氢能知识，发展氢能市场》的学术报告。 

本次会议共安排特邀报告 4 个、口头报告 190 个和墙报 98 个；共收到论文

摘要 298 篇，其中来自台湾和香港地区稿件 40 余篇。会议期间，共有近

20 家氢能相关企业举办了新产品与新仪器成果展，参会企业与各位学者在

会议上深入交流研讨氢能相关课题、共同进步。 

 
2012 年 10 月 11-13 日，由南京大学主办，南京

大学（苏州）高新技术研究院承办的第四届地质

（ 岩 土 ） 工 程 光 电 传 感 监 测 国 际 论 坛 （ 4th 

OSMG-2012）系列会议在苏州西交利物浦国际会

议中心举行。该系列会议是由南京大学施斌教授于

2005 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资助下发起建立

的，均由南京大学主办，目前已召开了四届，均取

得了圆满的成功，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参会

人数一届比一届多，内容一届比一届丰富，是目前

该领域中唯一的重要国际交流平台。 

本届论坛共有 150 余位国内外学者参加，其中来自

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加拿大、瑞士等国外著

名学者有 10 余位，中国台湾和内地学者 130 余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地球科学部常务副主任柴育成

先生，国际结构健康监测学会（ISHMII）主席、美

国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 F. Ansari 教授，国际

工程地质协会（IAEG）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地质研

究所伍法权教授和南京大学副校长潘毅教授，分别

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辞。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鲍晓

毅教授，前国际环境岩土工程协会（ISEG）主席、

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夏洛特分校 H.I. Inyang 教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苏州工业园区和南京大学的

相关领导出席了本次会议。 

据该系列会议组委会主席、南京大学光电传感工程

监测中心主任、南京大学（苏州）高新技术研究院

院长施斌教授介绍，地质（岩土）工程分布式监测

是自然灾害和工程安全监测的发展方向。2000 年

在南京大学 985 工程的支持下，施斌教授领导的课

题组在我国率先开展了分布式光纤监测技术及其在

地质和岩土工程监测中的应用研究，并取得了一系

列重要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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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

白，相关成果已在我国地质、土木，城建、电力、

交通和水利等八十余个国家和地方重大工程中得到

了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最近该研

究课题又分别获得了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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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望取得更多创新性的成果。2008 年该成果获教育

部科技进步一等奖，研究课题中的部分成果已在苏

州工业园区得到转化，并成立了南京大学（苏州）

分布式光纤传感技术工程中心产学研平台，在此基

础上，南京大学、苏州中新创投和研发团队共同组

建了苏州南智传感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已有数十种

产品推向市场，受到科研和生产单位广泛好评，市

场前景十分广阔，相关产品在本次会议上得到了充

分展示，达成各类合作项目近十项，促进了南京大

学、海内外相关科研单位和相关企业的合作。本次

会议举行了 40 余场报告，就本领域中最新研究成

果、热点、难点课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出版了论文

集。有 6 位特邀专家获得论坛“杰出贡献奖”，有

5 篇论文获得“优秀论文奖”。论坛达到了预期效

果，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第四届地质（岩土）工程光电传

感监测国际论坛在苏州召开 

撰稿人：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朱鸿鹄 

两岸三地专家学者聚首我校热议“氢能” 
撰稿人： 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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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图 1:氯喹对 BK 通道电流的抑制。（Ａ）１

ｍＭ氯喹抑制自发外向电流ＳＴＯＣ。（Ｂ）ＢＫ

通道电流ＳＴＯＣ频率和振幅被抑制的统计结果。

（Ｃ）１ｍＭ氯喹对电压激发的钾电流的抑制。 

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是一种常见多发的

疾病，影响着全世界近 3 亿人的健康。气道

平滑肌的过度收缩是引起致病或者致死的最

直接原因。目前，此领域最常用药物β2-受体

激动剂,主要作用机理便是通过引起气道平滑

肌的舒张以缓解气道阻力。最近发现表达于

味觉细胞中的苦味受体在气道平滑肌当中也

表达，更重要的发现是苦味物质可以介导气

道平滑肌舒张而且其舒张能力远远超过β2-受

体激动剂。 

之前的研究认为苦味物质引起的气道平滑肌

舒张机制是通过激活 BK 通道引起，南京大

学模式动物研究所 2009 级博士生张成海同

学（朱敏生课题组）对气道平滑肌中苦味受

体的研究发现，苦味受体介导的舒张并不通

过激活 BK 通道引起，从而提示苦味受体介

导的气道平滑肌舒张方式存在全新的机制，

该成果发表在 2012 年的 Nature Medcine

（2012;18:648-650）上。该课题组发现苦

味受体激动剂 1mM 氯喹既不能增大气道平

滑肌自发瞬时外向电流 STOC（电流由 BK

通道开放引起）的振幅也不能增加自发外向

电流的频率。相反的，自发外向电流被抑制

（如图 1 所示）。此结果表明氯喹并不能激

活 BK 通道，反而能够抑制 BK 通道的活性。

组织水平的实验进一步表明，在 BK 通道抑

制 剂 300nMiberiotoxin 以 及  5uM 

Paxilline10mM TEA 存在，BK 通道活性被

完全抑制的情况下，氯喹、奎宁、以及苦精

诱导的平滑肌舒张并没有发生变化（如图 2

所示）。单细胞水平的电生理实验以及组织

水平的收缩实验，都表明苦味受体介导的舒

张方式并非通过激活 BK 通道引起。 

现已存在大量可供药物筛选的人工合成或者

天然的苦味物质，该项工作提示了苦味物质

介导的气道平滑肌舒张存在全新的机制，并

为新机制的探讨以及治疗哮喘、慢性阻塞性

肺疾病新药的寻找提供了基础。这些新药，

可能具有更好更强的药效，取代或者替换现

在正在使用的药物。该项研究得到了国家基

础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09CB941602)

资助。 

 

图２：ＢＫ通道抑制剂对苦味受体介导的肺内气道

平滑肌舒张的影响。（A）浓度依赖性氯喹引起气

管平滑肌舒张的代表图（Aa）以及β2-受体激动剂、

氯喹、奎宁、苦精引起舒张的统计结果（Ab）。

（B）BK 通道抑制剂不能抑制苦味受体介导的气道

平滑肌舒张。 1mM 氯喹引起气道平滑肌舒张的代

表图（Ba），300nM IBTX （Bb）以及 5uM 

Paxilline（Bc）预处理对苦味受体引起舒张的的

代表图。 BK 通道抑制剂对舒张影响的统计结果

（Bd）。 

 

 

 

  

苦味受体介导气道平滑肌舒张的机制 
撰稿人：模式动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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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分子聚合物是以单体基元通过可逆
的和高度方向性的分子间弱的非共价
键作用（如氢键作用、主客体分子识
别、亲水-憎水作用、π-π堆积作用
以及静电相互作用）组装来得到的聚
合物阵列。它们不仅拥有传统聚合物
的很多性质，更具备一些传统共价聚
合物所难以达到的特殊性质，如刺激
应答性、自修复性和易于加工处理的
特点。超分子聚合物以其动态可逆性
确保了它在很多方面的应用，如传统
聚合物的特性改良、药物缓释和废物
管理等，近些年来获得了越来越多的
关注。我们知道自然界中生命体以很
有效的方式利用多种非共价键作用来
支持其三维结构和实现它们的生物功
能。由生命体系所启发，化学家也开
始构建包含多种超分子作用力的超分
子组装体。而一个体系中使用的多种
非共价键作用应该是相互正交的，或
者至少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是被清楚
认 识 的 ， 其 中 “ 正 交 ”
（orthogonal）被定义为不同种类
的超分子相互作用之间不相互影响。
选择正交的超分子模块组合到同一个
体系中可以得到复杂的、多级有序的
新颖结构和一些特别的性质。 

近来，我校化学化工学院王乐勇教授
课题组在以四重氢键和主客体识别作
用（冠醚/吡啶盐、柱芳烃/吡啶盐）
正交构筑超分子聚合物方面取得一系
列新成果，如新型线性超分子聚合物
（ Chem. Commun. 2011, 47, 
6903-6905.）、二维网状超分子聚
轮烷（Chem. Commun. 2011, 47, 
10755） , 动态控制超分子聚合物 
(Chem. Sci. 2012, 3, 1417-1421.)
基 于 柱 芳 烃 为 主 体 的 聚 轮 烷 等
（ Chem. Commun. 2012, 48, 

8529.； Polym. Chem. 2012. DOI: 
10.1039/C2PY20285A； Org. Lett. 
2012, DOI: 10.1021/ol302149t)。
最近课题组受邀在著名的 RSC 综述
类期刊 Chem. Soc. Rev.超分子聚合
物专辑撰写关于正交作用力组装的超
分 子 聚 合 物 进 展 的 综 述 （ Chem. 
Soc. Rev. 2012, 41, 5950-68），
并入选该期刊单月（2012 年 7 月份）
阅读排行榜前十名(第九位)。该项目
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 
20932004, 21072093）、江苏省自
然 科 学 基 金 （ BK2011055, 
BK2011551）等项目的资助。 

 

相关背景 

 
图 1 
用于超分子聚合物正交自组装的几种弱作
用力：氢键作用、主客体分子识别、π-π
堆积作用、金属配位作用以及静电相互作
用等。 

 

相关图片 

 

图 2 
由四重氢键和主客体作用正交组装的新型线性
超分子聚合物。 

 

 

图 3 
由化合物单体 P1 和 D1 组装成聚准轮烷示意图。 

  

正交作用自组装超分子聚合物取得重

要进展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肖唐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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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Bell 检验方案示意图：超导体中的库伯对劈
裂产生一对电子分别进入两侧 QSHS。在狭窄区域
存在门电压对上、下边的透射系数进行调节，进而
实现不同极化方向的自旋关联函数的测量和 Bell 不
等式检验。 

最近我校物理学院沈瑞教授和邢定钰院士
课题组在固态自旋纠缠态检测方面取得重
要进展，设计了利用量子自旋霍尔系统进
行自旋纠缠态 Bell 检验的方案。相关研究
论文发表于《Physical Review Letters》
（PRL 109，036802，2012）。 

近年来，对量子自旋霍尔效应的研究引起
了凝聚态物理学界的广泛关注。量子自旋
霍尔系统（QSHS）不仅具有和普通绝缘
体同样的体能隙，还拥有受拓扑保护的具
有良好导电性质的边缘态。边缘态电子的
自旋极化方向与动量方向绑定，是所谓的
螺旋性费米子(Helical fermion)。受时间
反演对称性的保护，边缘态电子的背散射
被完全禁戒，使得边缘态电子具有较长的
自由程。这种螺旋性也为全电学方法控制
电子的自旋提供了新的可能。 

另一方面，固态电子纠缠的研究热潮已经
持续多年。利用 S 波超导体中库伯对劈裂
的方式产生一对自旋纠缠电子的研究已在
实验上取得了重要进展。目前仍存在的问
题是，这两个来自同一库伯对的电子被拆
开后是否能保持自旋纠缠，纠缠度有多大？
为解决这一难题，沈瑞教授课题组利用螺

旋性边缘态设计了全电学控制的 Bell 检验
方案。 

该方案利用 QSHS 边缘态与 S 波超导体耦
合（图一）来实现 Bell 测量。Bell 检验的
关键在于测量两个沿任意极化方向的自旋
的关联函数。研究表明，通过调节图一中
狭窄区域的门电压可以改变电子在两边间
的透射系数。由于边缘态电子具有螺旋性，
这就等效于调节电子自旋的极化方向。因
此通过调节门电压这种全电学的方法就可 
以实现任意自旋极化方向的自旋关联函数
测量，进而实现 Bell 检验，避免了传统方
法应用磁场控制的麻烦。研究还表明，为
了观测到 Bell 不等式的最大破坏，所须的
参数变化范围并不大，完全在实验可实现
的范围内（图二）。这一研究成果为固态
电子纠缠的检测开辟了新途径。 

该项研究得到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
才支持计划、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江苏
省青蓝工程和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
程项目的资助。 

 

 

 
 
图 2： Bell 不等式破坏程度随透射系数的变化关系，黑
线为 Bell 不等式破坏的临界线，紫色为 Bell 不等式破坏
区域。 

 

相关背景 

 
量子自旋霍尔效应 
 

根据加州理论物理学家的预测，中间夹着碲化汞薄层的
“半导体三明治”的电子能够上演与众不同的行为，也
就是所谓的“量子自旋霍尔效应”。2007 年，他们与德
国试验物理学家合作，证明量子自旋霍尔效应确实存在。
当被置于外部电场和磁场时，电子会表现出一系列古怪
的行为，量子自旋霍尔效应的发现无疑为电子披上了一
件新的古怪外衣。 
1980 年，德国和英国研究人员发现了量子霍尔效应，这
一发现让人们对制造新型电脑芯片装置充满了希望。这
种效应需要满足强磁场和低温这两个条件。 
除了带有电荷外，电子还拥有另一个特性——旋转。最
近一些年，理论家预言，拥有正常电子结构的材料可以
与电场发生作用并最终出现量子自旋霍尔效应，也就是
说，可以获得一种旋转驱动版且几乎没有能量损失的导
电性。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材料无需满足强磁场和低温
这两个条件。 
2007 年，“碲化汞三明治”在温度低于 10 开的条件下
“表演”了量子自旋霍尔效应。如果研究人员能够在室
温下上演同样的一幕，制造新型低功耗“自旋电子”计
算设备将成为一种可能。 

  

利用量子自旋霍尔系统测量电子纠缠 
撰稿人：物理学院 吴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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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碳硼烷衍生物在医学、催化和
材料方面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因
此合成这类化合物的方法随之而备受
重视，然而研究发现这类多面体硼烷
的功能化，尤其是硼端选择性的功能
化是极其困难的。 最近化学化工学
院燕红课题组成功在廉价金属 Co 的
催化下合成了环戊二烯与碳硼烷硼端
直接偶联的衍生物。主要通过加入可
提供 3 个电子（3e）的有机分子诱
导 Co 金属实现室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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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在 J. 
Am. Chem. Soc. 2012, 134, 
10341-10344）。研究发现该类反
应需要可提供 3e 的有机配体及活泼
端炔烃（图 1）。通过 NMR 及质谱
跟踪检测反应中间体、氘代实验跟踪
氢原子迁移以及 GC 检测反应生成的
小分子 H2 等手段对 Co 诱导的 B-H
及 C-H 键活化机理进行了详细的研
究（图 2）。同时还发现了 CpH、
Cp 的多样反应性。这些结果不仅拓
展了碳硼烷 B-H 键活化及功能化范
围，而且为金属有机化学机理的研究
提供了实验依据。 

该项工作的创新性在于通过便宜的
Co 金属在室温下即有效实现了不活
泼 B-H 及 C-H 键的同时活化，并通
过实验证实了提出的机理。该项研究
得 到 了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20925104 和 21021062）、国家
重 点 基 础 研 究 发 展 计 划
（2007CB925101, 2010CB923303）
以 及 江 苏 省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BK2010052）的基金资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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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背景 

 

金属钴 
钴是一种化学元素，符号为 Co，原子序数 27，
属 过 渡 金 属 ， 具 有 磁 性 。 钴 的 英 文 名 称
“Cobalt”来自于德文的 Kobold，意为“坏精
灵”，因为钴矿有毒，矿工、冶炼者常在工作时
染病，钴还会污染别的金属，这些不良效果过去
都被看作精灵的恶作剧。钴矿主要为砷化物、氧
化物和硫化物。此外，放射性的钴-60 可进行癌
症治疗。钴是一种化学元素，符号为 Co，原子
序数 27，属过渡金属，具有磁性。钴在常温下
与水和空气都不起作用，性质同铁﹑镍相似。在
加热时﹐钴与氧、硫、氯、溴发生剧烈反应。也
能与一氧化碳形成羰基化合物。 

 

相关图片 

 

图 1 
Co 诱导 B-H 及 C-H 键同时活化的反应条件以
及产物的结构。 

 

 

图 2 
Co 诱导 B-H 及 C-H 键活化机理。 

  

化学化工学院燕红课题组在 B−H 及

C−H 键活化方面的研究取得新进展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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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石松生物碱 Lannotinidine B 首例
全合成的关键技术示意图。 

石松门(Lycopodiophyta)是现存最
古老的维管植物，并包含一些最原始
的现存物种，出现于约四亿一千万年
前。石松目(Lycopodiales)是石松植
物门的一目，草本，现存有石松属和
舌叶蕨属。石松属约 250 种，中国
约有 60 种。中国民间用某些种的全
草作药用，能祛风湿，舒筋活络。石
松类生物碱(Lycopodium alkaloids)
是 从 石 松 属 植 物 (Lycopodium 
japonicum)和其近缘植物中分得的
结构类似，具有相同生源的一类结构
奇特且骨架变化多样的生物碱。该类
生物碱具有很多重要的生物学功能，
其 中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石 杉 碱 甲
(huperzine A)对治疗老年痴呆症有
显著疗效。由于该类生物碱具有新颖
复杂的化学结构和重要的生物功能，
并且自然来源十分有限，对于这些天
然产物的化学合成对于进一步的药学
研究至关重要，成为近十年国际有机
合成领域的热点问题。化学化工学院

姚祝军教授研究组针对 huperzine 
A、Lannotinidine B 等石松生物碱
的化学合成开展了系统研究，近期取
得了重要进展。 

该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依据这些天然生
物碱的个体特点针对性地设计了合成
路线，并从中发现和发展了一些行之
有效的立体化学控制和区域化学控制
的高效合成方法。2012 年年初，该
组博士生丁小华等首次实现了高光学
纯度天然石杉碱甲的催化不对称形式
合成，通过多功能有机小分子催化一
锅构建了石杉碱甲结构中的复杂复杂
桥环体系，在克级规模的实验中获得
产品达到了 95% ee 的光学纯度 
(Ding, X.-H.; et al. Tetrahedron 
2012, 68, 6240-6248)。与此同时，
该实验室的访问学者、生命科学院副
教授戈惠明博士和化院博士研究生张
兰 德 等 在 另 一 复 杂 石 松 生 物 碱
Lannotinidine B 的全合成中也取得
了重要进展。今年 8 月初，他们完
成的 Lannotinidine B 的首例全合成
在国际重要学术刊物---美国化学会

志上正式刊出发表 (Ge, H. M.; et al. 
J. Am. Chem. Soc. 2012, 134, 
12323-12325.)。该合成路线设计精
巧，从商品化原料出发仅使用了十步
化学反应，总产率达到 23%。合成
过程中有效利用了有关化学反应的区
域选择性和立体选择性，没有使用一
次保护基，并发展应用了羰基-酯基
之间直接形成 C-C 键的自由基还原/
负离子环合方法。 

Lannitinidine B 的首次合成充分展
示了现代有机合成化学对于步骤经济
性和氧化还原经济性的追求理念。论
文发表之后获得了国际同行的热情关
注，发表首月(8 月份)在美国 JACS
网站期刊论文阅读排行榜(The Most 
Read JACS Articles)上位列第二名。 

 

石松生物碱的高效化学合成 
撰稿人： 化学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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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钛矿结构的二氧化钛在能源和环境等领

域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例如在紫外光的

照射下,它可以作为光电极分解水制取氢气、

或者作为光电子传输层应用于染料敏化太

阳能电池、能够产生光生电子-空穴对分解

有机污染物，等等。这些性质与二氧化钛

的表面结构比如高活性的（001）晶面直

接相关。但是反应活性与稳定性又是一对

永恒的矛盾。一般说来，活性较高的表面

具有较高的表面能。在平衡条件下，晶体

自然表露的小面中高活性小面的比例也较

低，从而限制了二氧化钛表面反应效率的

提高。这个问题是一类催化材料中普遍存

在的瓶颈。 

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近期的研

究发现，根据材料不同表面的力学性质的

差别，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衬底材料在生

长过程中引入外应变，进而调节表面能的

相对变化，有效地增加高活性表面的比例。

对于这个可能普遍适用的原理，他们以锐

钛矿二氧化钛材料为例子，发现当施加 5%

的双轴压应变时，TiO2 高活性的（001）

表面占总表面的比例可以提高 5 倍，从而

有可能大幅度提高材料的催化性能。特别

值得指出的是，外应变不会在生长过程中

引入杂质原子，且适度的应变也不会引起

力学缺陷。因此这种方法将在提高化学催

化效率的同时，保持材料的本征理化性质。

该工作发表在 10 月 12 日出版的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上（PRL 109, 156104，

2012），是由舒大军教授和王牧教授共同

指导硕士生贾兰完成。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自然》网站等媒体 9 月 23 日报道，一个由美国明尼

苏达州罗彻斯特市梅 奥诊所研究人员领导的国际研究小组，开发出一种高

效的基因组改编方法，可对斑马鱼基因组进行精确定位的剪切替换，用于各

种研究目的。该研究首次实现了对斑 马鱼基因组分的自定义修改，帮生物

医学家克服了鱼类不能作为人类疾病模型的障碍。相关论文发表在今天的

《自然》杂志网站上。 

在脊椎动物生物学和人类疾病研究中，斑马鱼是主要实验对象。它们透明、

体外受精、生殖周期短、生长迅速，这些特点让人们能密切跟踪其活体胚胎

发育，研究其基因表达和功能。但在定位基因修改方面，却效率不高。 

研究人员用一种人工改良的酶 TALENs（人工转录激活因子样感受器核酸

酶），瞄准一段基 因序列的目标位置，切下该处 DNA 片断，用人工 DNA

来替换。在研究人员所插入的人工序列中，其中一段还有一个基因开关，能

立刻打开或鱼成熟后才打开，以 检验该基因在早期发育和后期生命中的作

用。 

“利用这种 TALENs 基因设计工具和合成 DNA，能让鱼的基因组产生明确

改变。我们能做 出仅有几个核苷酸的小改动，也能在生物基因开关程序中

增加特殊序列。”论文高级作者、领导该研究的梅奥诊所分子生物学家斯蒂

芬•埃克说，“这是首次我们能 对斑马鱼基因组进行自定义修改。” 

伦敦大学学院发育生物学就詹森•里海尔说：“这种直接修改原有基因序列

的能力，让我们能精确控制相关基因，为复杂疾病造出斑马鱼模型。” 

此前也有研究用 ZFNs（锌手指核酸酶）、吗啉代（一种基因调控分子）和

TALENs 对活  动物基因组进行过定位修改，而埃克和同事首次将人工

TALENs 用于活斑马鱼幼鱼的基因组改编。相比之下，TALENs 比 ZFNs 和

吗啉代有更多优 势：TALENs 更加便宜高效；ZFNs 只能瞄准特殊序列，而

TALENs 有能力瞄准任意 DNA 序列；吗啉代的功效是暂时性的，TALENs

能做出永久性 修改，用其做诱导变异分析可以更快，在某些实验中，他们

发现对幼鱼注射后立刻就能看到效果。 

“据我们所知，这种 TALENs 工具包也是迄今为止最为活跃的，这对扩大

TALENs 的应 用领域非常重要。”埃克说，该技术还能用在其他生物体中，

在干细胞研究中也有应用前景。“虽然我们的研究集中在斑马鱼，在其他模

型系统如大鼠、小鼠、苍蝇 和蠕虫中，该方法也有显著影响。” 

  

最新顶级科学期刊精选 

《Nature》杂志精选：科学家研制高效基因组改编方法 

撰稿人：科技日报 2012 年 09 月 25 日 

通过应变调控晶体表面结构提高

催化性能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撰稿人：物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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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等设备在使用中发热是人们熟悉的现象，这

是因为部分电能变成了热能，那么能不能反过来

把热能直接变成电能呢？一项最新研究说，这种

热电材料的研究取得了突破，得到了具有迄今最

高“热变电”效率的材料。 

热电材料具有这样的性质，如果它不同部位的温

度不一样，电子就会顺着温差从一端跑到另一 

端，由此产生的电流可以作为电源。但是过去的

热电材料把热能转换为电能的效率都不高，大多

只有 5%到 7%左右，这限制了热电材料的应用。

现在只有一些很特 殊的场合才使用热电材料，

比如正在火星上考

察的“好奇”号火

星车就用到了热电

材料。 

新一期英国《自然》

杂志刊登报告说，

美国西北大学等机

构研究人员开发出

了新型热电材料。

这 种材料的基础是

碲化铅，它本身就

具有热电转换性质，

研究人员又进行了

一系列改造，先在

其中加入钠原子，

提高其导电性；然

后加入碲化锶，降低其导热性；还在 材料上开

了许多缝隙，进一步降低导热性，而电子仍能移

动。最后得到的新材料热电转换效率达到 15%。 

据介绍，这是热电材料中迄今最高的“热变电”

效率，研究人员认为，在这个效率的基础上，也

许两三年之后就能开发出一些应用这种热电材料

的实用产品。 

 

 

 
这听起来也许有些像禅宗心印，但它确是一个严

肃的科学问题：制造一个最小的冰晶需要多少个

水分子？ 

由于晶体被定义为分子在三维空间呈周期性重复

排列的固体，因此，人们未必能够将任何粘连在

一起的一小团分子集群称为晶体。 

而且，这一观点尤其适用于水：当水温降低凝结

成冰后，那些将水分子松散地束缚在一起的薄弱 

氢键会把无秩序的分子集群（图）间的距离拉扯

得更大，最终形成笼子似的排列布局（图右是新

分子集群的横断面），但同时也变得更加刚硬。

这种宽敞的晶格也是冰的密度之所以比水低的原

因——因此冰能够漂浮在水面上。  

为了计算出形成一个冰晶晶格所需要的最小分子

量，一个研究小组用红外线激光器照射了一些能 

容纳 80 到 500 个分子的水分子集群。参与这项

研究的科学家特别注意了这些水分子集群从波长

在 2.63 微米到 3.57 微米间的激光中吸收了多少

能量——在 这一波长范围内，激光能使水中的

氢氧键持续不断地伸展和收缩。 

该研究小组发现，一个特殊的能量吸收峰值出现

在激光波长大约达到 3.125 微米时——这反映

出冰的光谱特性，以及仅出现在包含超过 275

个水分子的集群中。研究人员将相关研究成果发

表在了近期的《科学》杂志网络版上。研究人员

指出，这一数量的 水分子能够产生一个大小在

1 毫微米到 3 毫微米间的微小冰簇——碎冰晶

的极限体积。 

 

《Science》杂志精选：科学家打造出

最小冰晶 

撰稿人：中国科学报 2012 年 09 年 26 日 

《Nature》杂志精选：新型热电材 

料实现迄今最高“热变电”效率 

撰稿人：新华社 2012 年 09 月 25 日 

最新顶级科学期刊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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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读者们！ 

为了给您提供更好的《科技

信息》，我们衷心希望您提

供建议、感想或投稿。您的

来信请寄往：南京大学科学

技术处陈晓清（电子邮件地

址chenxq@nju.edu.cn）。

感谢您对《科技信息》杂志

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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