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信息 2013 年第 10 期（总第 196 期）

南京大学科学技术处

wo

科技信息
2013 年第 10 期
（总第 196 期）

2013 年 10 月
C. Sheng et al., Nature Photonics doi:10.1038/nphoton.2013.247 (2013)
科技新闻

02
04

2012 年南京大学国际学术论
文发表取得优异成绩
2013 年度我校获得江苏省科

12

技厅各类科技项目情况(二)
国家重大仪器设备开发专项

06

11

财务巡视组到我校开展现场

07
07
08

讨会于青岛顺利进行
我校三位教授获物理学奖
王颖院士获国际地貌学家联
合会荣誉会员称号

09

中相对论引力透镜效
应的模拟与光捕获

10

我国肾脏病治疗和研究现状挑战和机遇并存

非局域结团：原子核结团物
理中的新概念
电化学太阳能分解水制氢方
手性 Lewis 碱催化高对映选

14

择性合成多官能化的重氮化
合物

国际热点

《Nature Materials》杂志

15

精选：新型笼形包合物具有
极强热电性能

科学研究

封面文章—光子芯片

米管的氧还原活性吗？

面取得重要进展

检查
第十四届海峡两岸地貌学研

硼氮共掺杂能够改进碳纳

邹志刚教授课题组在高效光

13

《 PNAS 》 杂 志 精 选 ： 新 型

16

本期刊内容

“微生物电池”可高效利用
污水发电

内容提要
我校医学院刘志红院士是国际著
名的肾脏病专家，杰出的临床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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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Reviews Nephrology（《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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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南京大学国际学术论文发表取得优异成绩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陈晓清
3、 论文题目：Identification of ten serum microRNAs from a

在 2013 年 9 月 27 日召开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发布会上，中国科
技信息研究所发布了 2012 年的中国科技论文的统计结果。

一、我校有 5 篇论文入选 2012 年度百篇最具影响国际
学术论文
百篇最具影响国际学术论文是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从 SCI 收录的我国第

genome-wide

来源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CER, 2012, 130(7):
1620-1628
4、 论 文 题 目 ： Circulating MicroRNAs: a novel class of
biomarkers to diagnose and monitor human cancers
论文作者： Zen, K; Zhang, CY
第一作者：曾科

（3 篇）。论文数量在 3 篇以上的机构有 8 个，分别是：清华大学（7 篇）、

通讯作者：曾科、张辰宇

南京大学（5 篇）、上海交通大学（4 篇）、浙江大学（4 篇）、北京生命

单位：生命科学学院

科学研究所（3 篇）、哈尔滨工业大学（3 篇）、中山大学（3 篇）、深圳
在这百篇最具影响国际论文中，南京大学以 5 篇优势在国内高校和科
研机构中排名第 2 位。这 5 篇论文中有 4 篇来自于生命科学学院张辰宇教
授课题组，该研究团队是全国入选数最多的团队。另 1 篇来自于化学化工
学院朱俊杰教授课题组。
这 5 篇论文的具体信息如下：
1、 论 文 题 目 ： Mouse miRNA-709 directly regulates miRNA15a/16-1 biogenesis at the posttranscriptional level in the nucleus:
evidence for a microRNA hierarchy system
论文作者：Tang, R; Li, LM; Zhu, DH; Hou, DX; Cao, T; Gu, HW;
Zhang, J; Chen, JY; Zhang, CY; Zen, K
第一作者：汤睿、李丽民
通讯作者：曾科、张辰宇、张峻峰
单位：生命科学学院
来源期刊：CELL RESEARCH, 2012, 22(3); 504-515

novel

单位：生命科学学院

构，包括 45 个大学（72 篇）、15 个研究机构（25 篇）和 3 个医疗机构

华大基因研究院（3 篇）。

as

通讯作者：张辰宇、曾科、张峻峰

参考文献情况(与该学科国际平均水平的比较)和论文的国际知名度(是否发表
2012 年的百篇最具影响国际学术论文的第一作者机构分布于 63 个机

profile

第一作者：陈熹、 胡志斌、 王文静、 巴一、 马丽佳、 张春妮

表论文的期刊水平(期刊的主要指标所在学科位置)、是否处于研究前沿和是

于世界著名期刊)。这些遴选指标保证了论文的领先性和相对优势。

expression

论文作者：Chen, X; Hu, ZB; Wang, WJ; Ba, Y; Ma, LJ; Zhang, CN;

影响的主要文献计量指标为论文创新性(是否获得重大基金和项目支持)、发

的国际合作情况)、论文的文献类型(只计 Article 和 Review 类型)、论文的

microRNA

Wang, C; Ren, ZJ; Zhao, Y; Wu, SJ; Zhuang, R; Zhang, YX

一作者论文中选取，全部产生自被引用次数高于学科均线的论文。论文学术

否属于研究热点(即年被引次数)、合著论文中我国作者的主导性(以我国为主

serum

noninvasive biomarkers for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diagnosis

来源期刊： MEDICINAL RESEARCH REVIEWS, 2012, 32(2): 326348
5、 论文题目：Graphene Quantum Dots Derived from Carbon
Fibers
论文作者： Peng, J; Gao, W; Gupta, BK; Liu, Z; Romero-Aburto, R;
Ge, LH; Song, L; Alemany, LB; Zhan, XB; Gao, GH
第一作者：彭娟
通讯作者：朱俊杰
单位：化学化工学院
来源期刊：NANO LETTERS, 2012，12(2): 844-849

二、我校有一篇论文入选中国百篇最具影响优秀国内学
术论文
我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的吴小兵老师的论文被入选中国百篇最具影响
优秀国内学术论文（指论文发表后的影响超过其所在学科的一般水平）。

2、 论 文 题 目 ： Exogenous plant MIR168a specifically targets

论文题目：无线传感器网络中节点非均匀分布的能量空洞问题

mammalian LDLRAP 1: evidence of cross-kingdom regulation by

论文作者：吴小兵

microRNA

来源期刊：计算机学报，2008,31（02）：253-261

论文作者：Zhang, L; Hou, DX; Chen, X; Li, DH; Zhu, LY; Zhang, YJ;
Li, J; Bian, Z; Liang, XY; Cai, X; Yin, Y; Wang, C
第一作者：张琳、侯冬霞、陈熹、李冬海
通讯作者：张辰宇、曾科、张峻峰
单位：生命科学学院
来源期刊：CELL RESEARCH，2012, 22（1）：107-126

三、我校 2012 年度 SCI 论文中表现不俗论文数所占比
例在 C9 高校中位列第二
若在每个学科领域内，按统计年度的论文被引用次数全世界均值划一条
线，则高于均值线的论文为“表现不俗”论文，即论文发表后的影响超过其
所在学科的平均水平。以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SCI）统计，2012 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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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机构作者为第一作者的论文共 16.47 万篇，此数值排列世界第 2 位，仅
次于美国；其中表现不俗论文为 43492 篇，占论文总数的 26.4%。
2012 年表现不俗的论文较多的高校如下表所示，其中南京大学的表现
不俗论文数所占比例为 33.5%，在 C9 高校中位列第二。

排序
（按比例）

单位

1
2
3
4
5
6
7
8
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
浙江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这一数值（9.89 次）位列 C9 高校第二。
2012 年我校国际论文累计被引用篇数和被引用次数名列全国高校第六。

（篇）

表现不俗
论文数
（篇）

占本机构论
文比例
（%）

1819
2277
3386
3131
2740
4912
2345
4147
1933

692
762
1112
991
812
1429
678
1041
477

38.0
33.5
32.8
31.7
29.6
29.1
28.9
25.1
24.7

全部论文数

根据历年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最近 10 年（2003-2012 年）我校累计发
表 SCI 论文 14661 篇，共被引用 144973 次，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 9.89 次。

以上结果如下表和图所示：
C9 高校 2003-2012 年论文被引情况列表
排序
（按比例）

单位

累计被引篇数

累计被引
用次数

篇均被引
用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南京大学
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
清华大学
浙江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13540
14661
20772
16150
24305
29482
23655
12028
9538

150241
144973
204541
156802
232722
236302
171550
73826
54924

11.10
9.89
9.85
9.71
9.58
8.02
7.25
6.14
5.76

四、我校 2012 年度 SCI 论文中一二区论文比重在 C9
高校中位列第二

2012 年国际论文被引用篇数最多的前 10 名高校如下表所示：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按照期刊的影响因
子、投稿难度和影响力将 SCI 期刊分为 1～4 区：一区（总体前 5%）一般
是各领域的 Top 期刊，二区（总体前 20%）是高水平期刊。
排序
（按比例）

单位

1
2
3
4
5
6
7
8
9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南京大学
北京大学
复旦大学
清华大学
浙江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西安交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篇）

一二区论
文数
（篇）

占本机构
论文比例
（%）

1819
2277
3131
2740
3386
4912
4147
1933
2345

689
834
1099
924
1087
1337
1046
417
457

37.88
36.63
35.10
33.77
32.10
27.22
25.22
21.57
19.49

全部论文数

五、我校 2003-2012 年 SCI 论文累计篇均被引次数
在 C9 高校中位列第二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单位

被引用篇数*

被引用次数

浙江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复旦大学
南京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四川大学
中山大学
山东大学

7464
5631
5617
5345
4785
4198
3818
3609
3527
3375

22725
21502
20320
14778
18270
14933
14469
10144
11606
9706

*以第一署名机构统计。

科技信息 2013 年第 10 期（总第 196 期）

4

2013 年度我校获得江苏省科技厅各类科技项目情况(二)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华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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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项，经费为 200 万元。
经费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单位

项目负责人

BK20131263

恒星及黑洞活动驱动的星系外流研究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陈燕梅

10

2016

物理学院

张若筠

10

2016

自相似分形区域上 Laplace 算子的谱刻划与谱渐近

数学系

邱华

10

2016

BK20131266

可见光促进的光氧化还原反应

化学化工学院

俞寿云

10

2016

BK20131267

新颖金属 Salen 催化不对称 C-H 键胺化反应

化学化工学院

陆红健

10

2016

现代分析中心

胡忻

10

2016

BK20131264
BK20131265

BK20131268

早期宇宙背景原始扰动的基本动力学性质: 稳定性，对偶性
和对称性的研究

基于特征化学组分和同位素示踪的南京市灰霾细颗粒物的
来源与迁移研究

（万元）

完成时间

BK20131269

高分子物理老化过程的微观机理研究

化学化工学院

王晓亮

10

2016

BK20131270

饮用水中铁对砷生物有效性及毒性的影响研究

环境学院

吴兵

10

2016

环境学院

鲜啟鸣

10

2016

生命科学学院

李冬海

10

2016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吴本君

10

2016

陆海鸣

10

2016

刘文超

10

2016

BK20131271
BK20131272

饮用水卤代硝基甲烷类消毒副产物的形成机制及其影响因
素研究
细胞分泌微囊泡（microvesicle）主要生物活性成分鉴定
及功能研究

BK20131273

地球核幔边界热通量研究

BK20131274

金属纳米晶体/氧化物的制备及其热稳定性的界面效应研究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
学院

Cu2ZnSnS4 量子点“墨水”在新型二、三代太阳能电池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

中的应用研究

学院

BK20131276

太湖流域水系结构与河湖连通变化及其对洪涝影响研究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许有鹏

10

2016

BK20131277

云计算环境中工作流协同的关键技术研究

软件学院

葛季栋

10

2016

BK20131278

弱采样软件缺陷挖掘技术研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黎铭

10

2016

BK20131279

基于模式的实际环境中增量式推理系统研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申富饶

10

2016

BK20131280

空间显示中的关键科学问题研究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袁杰

10

2016

BK20131281

miR-7 的表达下调在前列腺癌发生中的机制研究

医学院

李冬梅

10

2016

BK20131282

蛋白磷酸酶 SHP-2 调控肿瘤免疫机制及肿瘤靶向治疗研究

生命科学学院

沈燕

10

2016

BK20131275

合计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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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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围绕“十二五”科技规划和科技创新工程行动计划，大力推动国内外科技资源加快向
江苏集聚、各类创新资源加快向园区和企业集聚，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南京大学申报 8 项，批准 7 项，经费为 180 万元。
项目编号
BY2013072-01
BY2013072-02
BY2013072-03
BY2013072-04
BY2013072-05
BY2013072-06
BY2013072-07

经费

项目名称

单位

项目负责人

应用于有机电子器件的可印刷电极材料的研发与产业化

化学化工学院

潘毅

60

2015

生物质气体湿式选择性脱硫技术研究

环境学院

陈泽智

15

2015

唐月锋

30

2015

电动汽车用动力锂离子二次电池高性能复合隔膜的研发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
学院

（万元）

完成时间

面向三维动漫的民族舞蹈运动数据合成技术研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张岩

15

2015

基于异构多核处理器的雷达信号处理关键模块研究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潘红兵

15

2015

孟祥康

15

2015

耿皎

30

2015

动力锂电池纳米复合隔膜技术研究
工业氮氧化物废气治理和资源化新工艺及相关配套设备
研发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
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

合计

180

校外平台所获项目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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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项，总经
费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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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1 项，获批经费 10 万元；科技支
撑计划(农业)项目 1 项，获批经费 50 万元；产学研联合创新资金项目（前瞻性联合研究项目）2 项，获批经费 90 万元。
项目编号
BK20130376
BK20130377
BK20131198
BE2013366
BY2013045
BY2013061
合计

项目名称
基于稀土铜氧化物体系的第二代高温超导带材的应用研究
多场作用下粘性土变形开裂的三维离散元建模和模拟
基于 Z-pinning 技术的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可逆修复研究
新型高效复合抗菌微生物添加剂的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有机毒害工业废水三维电催化耦合厌氧处理技术研究
基于树脂吸附的染料废水深度处理技术开发与应用

单位
南京大学（苏州）高新技术
研究院
南京大学（苏州）高新技术
研究院
南通南京大学材料工程技术
研究院
南京大学连云港高新技术研
究院
南京大学连云港高新技术研
究院
南京大学盐城环保技术与工
程研究院

项目

经费

完成

负责人

（万元）

时间

刘胜利

20

2016

刘春

20

2016

任华

10

2016

曹海鹏

50

2015

徐根华

60

2015

陈双冬

30

2015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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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大仪器设备开发专项财务巡视组到我校开展现场检查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虞斌
2013 年 10 月 11 日，由科技部科研条件与财务司郑健处长、科技评估中心杨云处长带领财务专家和技术专
家组成的巡视组对我校牵头承担的 2011 年国家重大仪器设备开发专项项目“高功率宽调谐光学超晶格中
红外激光系统”进行了中期财务巡视检查现场检查，报告会议地点设在在唐仲英楼会议室。李成校长助理、
科技处领导、项目各成员单位任务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首先由李成校长助理致辞，首先对巡视组的莅临表示欢迎，强调了我校对国家重大仪器设备开发专项
的高度重视并实行系统管理的“规范、简洁、高效、实用”八字方针。同时希望巡视组能客观、科学地把
我校承担的专项项目前期工作做一个诊断，并对我校的管理理念及管理措施提出改进意见，使得本项目有
条不紊地开展并顺利完成。
科研条件与财务司郑健处长首先介绍了十二五期间国家重大仪器设备开发专项立项的总体情况，强调了条
财司对仪器专项重技术、更重非技术的监管理念，以后还会进一步开展异地测试评价等工作。
科技评估中心杨云处长代表巡视组专家对此次现场财务巡视检查的工作内容做了更加具体的阐述：①落实
对专项项目经费使用的监管；②检查阶段性任务完成情况，推进项目实施；③了解仪器专项工程化情况；
④了解仪器专项产业化准备情况。
项目总负责人祝世宁院士向巡视组汇报了仪器专项的整体情况，并由团队技术负责人汇报了仪器研发进展
及专项经费使用管理情况，使巡视组专家对项目阶段性成果以及经费支出情况有了总体了解。报告会结束
后，巡视组专家立刻分工展开了现场巡视检查。技术专家组巡视了我校项目团队开展研究的超净实验室，
财务专家组队检查了项目各成员单位的经费支出明细账目。
经过一天的巡视检查，巡视组对项目总体实施情况以及经费支出的合规性表示了肯定，但同时也指出了项
目经费支出中存在的各项问题。巡视组领导表示，此次财务巡视现场检查的目的是将服务提前，通过加强
仪器专项科研经费的监管，促使科研经费合理规范使用，保证仪器专项顺利实施，加快项目工程化、产业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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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海峡两岸地貌学研讨会于青岛顺利进行
撰稿人：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张永战
2013 年 6 月 21—29 日，由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共同主办，国土资源部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协办的“第十四届海峡两岸地
貌学研讨会”在青岛黄海饭店举行。本届研讨会以地表过程与环境演变、自然灾害与安全评估及风险管理、环境保育与
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王颖教授和台湾大学张长义教授任科学顾问，南京大学鹿化煜教授、
台湾大学总务长（副校长级）林俊全教授、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副所长张训华研究员任会议主席。会议由在青岛进行的
学术报告交流和渤海海峡两岸地貌考察交流两部分组成，按计划圆满结束。
参加本届会议的代表 70 多位，开幕式上，王颖教授和张长义教授回顾了两岸地貌学研讨会的渊源，自 1990 年代末开始，
从每两年渐转为每年在大陆与台湾轮流进行，20 多年来已成功举办了 13 届，成为两岸地貌学界的传统盛会。青岛海洋地
质研究所何起祥研究员和台北市立教育大学前校长邓国雄教授，作为老一辈地学家的代表，回顾了两岸的地学交流。研
讨会的发起人成都理工大学唐川教授、台湾大学林俊全教授回忆了历届研讨会的历程，研讨会推动发展了相关学科越来
越多的两岸研讨会与交流活动，推动了两岸地貌学的传承与发展，提高了两岸年轻学子对中国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和多
民族文化传统的认知，加强了友谊，增进了感情。
大会特邀王颖教授就“我国海疆权益争端辑要”、何起祥研究员就“中国陆架残留砂与源汇互换”、台湾大学林俊全教
授就“台湾海岸变迁的问题与因应”、鹿化煜教授就“末次盛冰期和全新世大暖期中国沙漠沙地的空间格局”做特邀报
告。此外，交流报告 24 个，分别围绕构造地貌与滑坡泥石流重力地貌、降水过程与河流地貌、海岸与海底地貌、山地地
貌与旅游、灾害与环境保育等主题进行。与历届会议一样，几位地貌学研究的老专家和一批中青年代表性学者，亲临大
会进行报告。同时，一批年轻的学者和两岸的研究生参会，积极进行报告交流，将数理工具应用于地貌学研究，获得良
好的研究结果。报告过程中，有限的时间里，提问与讨论活跃，老一辈专家充分结合自己的经验，给诸多报告提出建议，
有效推动了地貌学研究的传承和发展。
大会报告交流后，会议组织进行了山东半岛、渤海海峡长岛和辽东半岛海岸地貌和长白山天池火山地貌现场考察学术交
流，获得了山东长岛地方政府和大连滨海国家地质公园的大力支持。大会决定第 15 届海峡两岸地貌学研讨会将在台湾举
办。

我校三位教授获物理学奖
撰稿人：物理学院
日前，中国物理学会 2013 秋季学术会议上传出喜讯：我校三位教授分别荣获 2012—2013 年度叶企孙物理奖、吴有训物理
奖、谢希德物理奖。
我校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陈延峰教授因“与合作者在人工带隙材料中实现声波的负折射、异常透射增强、声二极管
以及光的单向模式耦合等新现象”获得 2012—2013 年度叶企孙物理奖；物理学院任中洲教授因“与合作者预言丰质子磷
核有质子晕和中能核反应中集体流的同位旋效应并被实验所证实”获得 2012—2013 年度吴有训物理奖；彭茹雯教授因
“与合作者发现亚波长金属结构对宽频段电磁波透明的现象，并深刻揭示了其物理根源”获得 2012— 2013 年度谢希德物
理奖。
叶企孙物理奖主要奖励在凝聚态物理领域取得重大成果的个人或在科学技术上对我国物理学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物理学
家。吴有训物理奖主要奖励在原子核物理领域取得重大成果的个人或在科学技术上对我国物理学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物
理学家；谢希德物理奖，由中国物理学会和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设立，主要奖励为中国物理学研究和物理教育做出
突出贡献的女物理工作者。以上物理奖均为每两年评选一次。

科技信息 2013 年第 10 期（总第 196 期）

8

王颖院士获国际地貌学家联合会荣誉会员称号
撰稿人：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张永战

我校院士王颖教授在今年 8 月 27-31 日于法国巴黎召开的“第 8 届国际地貌学大会”上，获国际地貌学家联合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Geomorphologists，简称 IAG）荣誉会员（Honorary Fellow）奖，这是我国地貌学家首次获得这一殊荣，历届荣誉会员
多授予 IAG 主席与副主席。IAG 主席新西兰 Michael Crozier 教授宣读的颁奖辞中指出，王颖院士在海岸沉积与地貌的研究具国际重要性，
在陆海相互作用与沉积物通量研究中做出了杰出贡献；同时通过与 IAG 以及与北美的合作，将中国的科学研究推向了世界。
本届大会以“地貌学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会议收到论文 1,865 篇，其中安排口头报告 879 个，来自世界各地 1,600 多位地貌学家、研究
生与会。大会设 27 个分会，共 48 个专题，内容包括涵盖地表各种地貌过程与演变机理：从行星地貌到构造地貌，从冰川冻土、山地地貌到
河流、河口三角洲地貌，从海岸到海底地貌，从干旱、半干旱区地貌到热带、亚热带地貌，从人类世到第四纪地貌，从极端事件地貌到长时
间作用过程地貌，以及地貌学史、地貌学研究方法等，同时设地貌学与地球系统科学、与全球变化分会。另有若干 IAG 工作组的专场，对热
带河流、环境考古及山地泥石流滑坡等进行了探讨。5 个大会特邀报告极具前瞻性，IAG 前主席英国科学家 Denys Brunsden 教授探讨了对
海岸与海底地貌成因的认识，指出目前人类对 70%的海底地貌还缺乏足够的认识；美国科学家 Victor Baker 教授对外星球地貌成因的探讨
引起极大的关注，尤其对火星地貌与地球的对比，提出河流山川的类似性，指出火星上存在水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学者杨小平研究员应邀对
亚洲干旱区地貌与环境演变进行大会报告，引起热烈讨论。海岸地貌分会设 3 个专题，除 IAG 珊瑚礁海岸与基岩海岸两个工作组的专场外，
海岸地貌第三专题安排 61 个口头报告，为本届会议之最，其分会报告均安排在大会报告厅举行，内容涉及海岸动力、探测与制图、灾害预
防及规划应用等，科学进步性显著，参加人数多。
本届大会对年轻的地貌学者给予极大的鼓励，共资助 20 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年轻学者参会，我国有 4 位同行获得资助。大会开幕式上专门
请受到资助的年轻同行上台，全场给予他们极大的鼓励，同时，本届大会特设“年轻地貌学家分会”。IAG 长期以来关注年轻地貌学家的参
与，这也是本届大会的一大特点，会场内外到处是来自世界各地年轻学者们的身影，给大会增添了活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会进行了新一届 IAG 委员会的选举，法国巴黎索邦 (Sorbonne)大学 Eric Fuoache 教授当选新一届主席。我校地貌专业校友、中科院地质
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杨小平研究员当选 IAG 新一届的副主席，是三位副主席之一，也是 IAG 成立 30 年来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副主席。中国地理
学会坚持支持中国学者参与 IAG，在本届大会中，中国地貌学家获荣誉会员奖与当选为新一届副主席，是我国学者积极参与国际学术活动的
重要成就，对推动我国地貌学的新发展意义重大。大会决议的下一届 IAG 大会（2017 年）将在印度加尔各答举办，2015 年区域会议在俄罗
斯阿尔泰进行。

国际地貌学家协会 (IAG) 成立于 1989 年，80 年
代以后，地学中的地貌学研究与交流十分活
跃，仅限于国际地理联合会（IGU）中有关地
貌学专门委员会的活动已经满足不了全球地貌
学家们的要求。因此，以英国为首的地貌学家
邀请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有关专家于 1985 年在英
国的曼彻斯特组织召开了"第 1 届国际地貌学大
会"。1989 年在德国法兰克福组织召开了"第 2
届国际地貌学大会"，会上成立了国际地貌学家
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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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子芯片中相对论引力透镜效应的模拟与光捕获
撰稿人：物理学院 刘辉
“光”是自然界中最神秘的物质之一，近代物理学的几次重要革命，

10.1038/nphoton.2013.247), 《自然》杂志主页“NEWS & C

都是发源于人们对“光”的探索。爱因斯坦为了描述宇宙时空的本

OMMENTS”专栏对这个工作进行了评述，国际著名超构材料专家

质，建立了广义相对论，其最著名的预言是光线在天体附近引力场

Leonhardt 教授评价这个工作是“第一次在光子芯片上，用简单的

中会发生弯曲。1919 年，天文学家爱丁顿在日食过程中，观测到

实验，精确而漂亮地演绎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所描述的部分思

了太阳引力场中光线的弯曲，直接验证近代最伟大理论的预言。同

想”。

样，由于光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信息载体，对光的捕获和操控，就
像理解光的本质一样，也是人们孜孜不断追求的目标。

与以前的大多数窄带共振光学微腔相比，工作中报道的非共振光学
微腔具有宽波段特性，可以捕获较宽的连续波段内的光子，这也发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由于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光子集成的

展了光学微腔一种新的功能，可以应用于光子芯片上的宽波段激光

应用需求，人们越来越需要在微小芯片上操控光子的行为。最近南

器，光电探测，光伏器件等。该项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

京大学固体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祝世宁院士课题组的刘辉教授

新群体、科技部 973 与量子调控项目、南京大学登峰计划 B 层次的

与博士生盛冲，采用简单而巧妙的旋涂加热工艺，利用微球表面与

资助。

聚合物薄膜接触的表面张力，在一块微小的光子芯片上，实现了折
射率具有类似中心引力场分布的光学微腔(图一)。光子在这种微腔
中的传播特性可以模拟出光子在天体引力场中传播受引力场吸引所
产生的弯曲。他们理论上采用广义相对论的爱因斯坦方程，计算了
不同入射光子的传播路径，实验中利用量子点荧光激发，测量了不
同入射距离的光束在微腔周围的传播路径。结果证明，与黑洞周围
引力场"视界"类似，这种微腔也存在一种临界半径，当光子的传播
路径通过临界半径包围的区域，光子就会被微腔捕获，而当光子的
传播路径在临界半径区域之外，光子不会被捕获，只是路径发生弯
曲，实验结果与理论很好的符合(图二)。该工作最近发表在Nature

Photonics《自然-光子学》(published online Sep 29 2013, doi:

图一 光子芯片中引力透镜效应的模拟：(a) 天体周
围引力 场中光线弯 曲；(b)光学微腔周围光线 弯
曲。
图二 微腔中光捕获效应的实验(a)与理论(b)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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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肾脏病治疗和研究现状-挑战和机遇并存
——刘志红院士课题组受邀在 Nature 子刊连续撰文介绍肾脏病治疗和研究现状
撰稿人：医学院 蒋松
近期，我校医学院院长刘志红院士受邀在国际肾脏病顶尖杂志 Nature Reviews Nephrology 上撰文，
介绍了我国肾脏病及其治疗和研究的现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Zhihong Liu. Nephrology in China，
Nat Rev Nephrol, online publication 23 July 2013），这也是我国肾脏病学家首次受邀在国际顶尖杂
志上撰文介绍中国肾脏病发展现状。
我国慢性肾脏疾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的发病率为 10.8%，据此估算，我国 CKD 患者人
数近 1 亿。肾小球疾病是导致我国 CKD 的最主要病因。但近年来，随着我国高血压、肥胖、2 型糖尿病
等慢性疾病发病率的增加，以及人口老龄化问题，糖尿病肾病、肥胖相关性肾病等疾病导致的 CKD 患者
数量在不断增加。庞大的 CKD 患者人群给我国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带来了巨大挑战。由于经济原因以及临
床资源缺乏和分布不均，我国终末期肾脏疾病患者接受透析治疗比例相对较低。而随着我国医疗改革的深
化，国家对 CKD 患者医疗费用报销比例的增加，将极大提高我国 CKD 患者透析比例和长期生存率。于此
同时，近年来，随着我国对生命科学领域研究投入的不断增加，我国肾脏疾病基础和临床研究水准得到了
极大的提升。
原发性肾小球疾病，如 IgA 肾病、膜性肾病、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等，是导致我国 CKD 的主要病因。
迄今为止，我们对上述疾病分子发病机制的认识仍非常有限，导致此类疾病缺乏特异性的靶点治疗药物及
合适的早期诊断和预后判断的分子标志物。近年来，随着分子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使用高通量组学技术，
在全基因组范围内来鉴定生物标本的基因及其产物调节情况，用于探索复杂疾病的分子机制。作为具有突
破性意义的研究方法，这种以组学技术为代表的系统生物学研究可能彻底的改变人们对复杂疾病分子机制
的认知，为发现新的药物治疗靶点和新型分子标志物奠定理论基础。
作 为 最 早 开 展 肾 脏疾 病 系 统生 物 学 研究 的 团 队之 一 ， 刘志 红 院 士课 题 组 受邀 在 Nature Reviews
Nephrology 刊 文 介 绍 了 国 内 外 肾 小 球 疾 病 系 统 生 物 学 研 究 的 现 状 （ The primary
glomerulonephritides: a systems biology approach, Nat Rev Nephrol, online publication 16
July 2013）。文章分别从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等多个角度，介绍了其在 IgA 肾
病、膜性肾病和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分子机制和非侵入性生物标志物研究中的应用及研究结果。于此同
时，文章还进一步的阐释了系统药理学等新兴技术在发现新的肾小球疾病分子治疗靶点和药物中的作用。
这两篇发表于 Nature Reviews Nephrology 的文章不仅从宏观角度阐述了我国肾脏疾病诊疗的现状，并
且具体指出了未来肾脏疾病研究的发展方向，具有很高的借鉴和参考价值。上述研究得到了国家科技部
973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重大合作项目和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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硼氮共掺杂能够改进碳纳米管的氧还原活性吗？
——关于作用机理的新认识
撰稿人: 化学化工学院 杨立军
介观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胡征教授课题组在碳基无金属氧还原电催化剂的作用机理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题为
“Can Boron and Nitrogen Co-doping Improve Oxygen Reduction Reaction Activity of Carbon Nanotubes?”
以通讯形式发表于《美国化学会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 2013, 135, 1201−1204)，第一
作者为博士生赵宇，通信作者为杨立军副研究员和胡征教授。
燃料电池是利用氧化还原反应把燃料中的化学能直接转换成电能的发电装置，具有绿色、高效的优点。但燃料电池阴极
发生的氧还原反应过程缓慢，一般需在贵金属铂催化剂作用下才能达到实用要求，价格与寿命是氧还原催化剂的瓶颈问
题，锂-空气等电池中的阴极催化剂也存在同样的挑战。近年来人们发现，用富电子的氮对 sp2 碳材料掺杂可使其具有优
异的氧还原性能，因此，以替代贵金属铂为目标的碳基非金属氧还原催化剂的研究成为新的前沿热点。但是目前对碳基
材料的掺杂研究缺乏系统的设计理念以及可遵循的规律。在前期研究中，胡征教授课题组发现了一个与直觉相悖的实验
现象，即缺电子的硼掺杂碳纳米管也能够催化需要电子的氧还原反应，理论计算表明碳基材料是否具有氧还原活性的关
键在于其π电子能否被氧分子有效利用，从而提出了以活化π电子为核心的将 sp2 碳材料转化为氧还原电催化剂的策略
(Angew. Chem. Int. Ed. 2011)。为了验证这个策略并深刻认识作用机理，本文开展了硼氮共掺杂碳基纳米管的氧还原性
能研究，通过设计实验，获得了以硼氮分离及硼氮相邻为特征的两类共掺杂纳米管（图 1）。理论计算表明，相邻硼氮
的空轨道与孤对电子之间会发生补偿作用而失去对共轭π电子的活化能力（图 2）。因此，这两类纳米管分别对应着共轭
π电子被活化和未活化状态。实验结果表明，硼氮相分离的纳米管保持了优异的氧还原活性，而硼氮相邻的纳米管失去了
氧还原活性。这项研究揭示了π电子活化与氧还原催化性能间的关系，也展示了共掺杂体系研究中十分重要的课题——
即掺杂微结构对性能的重要影响，对于碳基非金属氧还原电催化剂的设计及性能优化具有指导意义。
该项研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面上项目、以及科技部纳米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的资助。

图一 两类硼氮共掺杂碳基纳米管示意图。左：硼氮分离，
有氧还原活性；右：硼氮相邻，无氧还原活性。

图二 硼氮相邻共掺杂碳纳米管的氧分子最低
能量吸附构型和最高占据轨道（HOMO）电
子云分布图，硼氮掺杂位置与构型见图 1 右。
在此构型中，氧分子只能发生物理吸附，不能
从碳管获取电荷。氧：红色；碳：灰色；氢：
白色；氮：蓝色；硼：淡黄色（被氮遮掩，见
图 1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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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局域结团：原子核结团物理中的新概念
撰稿人: 物理学院
原子核内核子运动模式主要分为单粒子运动, 集体运动和结团运动。核内单粒子运动模式可以由原子核壳模型来描述。集
体运动模式可以由集体模型来描述。在一些轻核中，结团运动模式变得十分重要。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于轻原子核结团
结构和运动还不是非常清楚。因此，原子核结团结构的研究一直是原子核物理和核天体物理的热点课题之一。
最近, 物理学院任中洲教授课题组采用一个新的微观结团波函数对原子核 20Ne 的 4He+16O 结团结构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
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来理解原子核中的结团运动。该成果发表在 2013 年 6 月份的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上（PRL 110, 262501，2013），论文第一作者是任中洲教授指导的研究生，作者中有国外合作者。
任中洲教授课题组在新构造的结团波函数中引入了可以描述结团关联的新自由度，在两种极端条件下可以变为传统的局
域结团波函数和非局域的凝聚波函数。因此，新的微观结团波函数在描述原子核结团结构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将这个新
的结团波函数应用到 20Ne 的结团结构计算中，发现新波函数可以很好地描述 20Ne 的正宇称转动带和负宇称转动带（如
图 1）。更重要的是，研究发现 20Ne 的微观波函数是具有非局域特点的结团凝聚波函数 (如图 2)。在此之前，人们一直
认为轻核中的结团结构具有类刚体的特点，这些结团在原子核中做局域的结团运动，而 20Ne 的正负宇称转动带被认为是
原子核局域结团结构的有力证明。任中洲教授课题组的最新研究清楚地表明，20Ne 中的 4He 结团和 16O 结团实际在做非
局域结团运动，而非通常认为的局域运动。
任中洲教授课题组进一步指出，非局域结团是原子核中结团结构的重要特征，结团可以在原子核中做相对自由的非局域
运动，结团间距的产生根源于量子费密子系统反对称下的泡利阻塞效应。该项研究结果回答了原子核中的结团运动是局
域的还是非局域这一重要问题，同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图像来理解原子核中的结团结构，这对于轻核中结团结构的研究
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该项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面上项目、科技部 973 项目以及江苏省优势学
科项目等的资助。

图一 原子核 20Ne 正负宇称转动带的能级图，其
中 Experiment 是实验测量值，Theory 是利用新
的微观结团波函数的计算值，理论计算结果与实
验符合很好。

图二 原子核 20Ne 处于不同能级时，结合能随参
量 SZ 的变化，其中 beta 为 0 时的结果由传统的
局域波函数得到，beta 不为 0 时的结果由新的微
观结团波函数得到。结果表明 20Ne 的微观波函
数是具有非局域特点的结团凝聚波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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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志刚教授课题组在高效光电化学太阳能分解水制氢方面
取得重要进展
撰稿人: 物理学院 王瑞琼
最近，我校物理学院环境材料与再生能源研究中心邹志刚教授课题组在高效光电化学太阳能分解水制氢方面取得重要进
展。研究成果发表在最近一期的国际化学顶级期刊 Angew. Chem. Int. Ed. (2013, 52, 11016 -11020)上，并被选为
内封面文章(图 1)，相关成果已申请了一项中国发明专利(申请号 201310040994.5)。
到目前为止，利用太阳能主要依靠太阳能电池将太阳能转化成电能来完成。但电能不仅存储困难，不方便使用，另外太
阳能电池本身制造成本高居不下。太阳能分解水制氢不仅成本低，而且由于氢能能量密度高、清洁环保、使用方便，被
认为是一种理想的能源载体。发展高效光电极材料是这种技术能否实现大规模应用的关键。该课题组之前的研究表明，
光电极材料的体相复合和表面复合是限制其太阳能转换效率的两个重要因素，通过电化学表面腐蚀方法可以显著提高光
电极的光电转换性能 (Appl. Phys. Lett. 2011, 99, 112108；J. Phys. Chem. C 2012, 116, 5076)。在本研究中，针对
Ta3N5 光电极的特殊性质，研究者巧妙地设计出一种透明胶带剥离表面复合中心的方法(图 2)，可以有效减少表面光生
电子空穴复合，大幅度提高其太阳能转换效率，使得经过表面剥离后的 Ta3N5 光电极具有同类材料中最高的太阳能分解
水制氢效率。这种简单方法为消除其他半导体材料表面复合中心提供了重要参考。
李 明 雪 博 士 为 该 文 的 第 一 作 者 ， 通 讯 作 者 分 别 为 罗 文 俊 副 研 究 员 和 邹 志 刚 教 授 。 该 研 究 得 到 科 技 部 973 项 目
(No.2013CB632404)、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o. 50902068, 51272101, 11174129)的资助，其中李明雪同学还获得
南京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的资助。这是继 2011 年该课题组成功实现高效光电化学太阳能分解天然海水制氢（Energy
Environ. Sci. 2011, 4, 4046）之后的又一重要进展。由于在光电化学分解水制氢方面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课题组成员
受邀在国际著名期刊 Energy Environ. Sci. (2013, 6, 347) 上发表综述文章。

图二 热剥离或机械剥离 Ta3N5 光电极表面复合
中心示意图。
图一 Angew. Chem. Int. Ed.内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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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性 Lewis 碱催化高对映选择性合成多官能化的重氮化
合物
撰稿人: 化学化工学院 毛海斌
为材料、医药、生命科学等提供结构多样、高选择性的功能分子一直是化学工作者们努力的方向。近年来，在有机化学
领域兴起的有机小分子不对称催化很好的满足了这一需求。有机小分子不对称催化是基于模拟生物酶催化的一种非金属
催化过程。通过有机小分子不对称催化可以高效、高选择性的获得具有光学活性（手性）的有机分子，过程中使用有机
小分子为催化剂更加符合现代绿色环保的化学理念。重氮化合物是化学家们研究较为广泛的一类具有独特性质的有机分
子。然而由于重氮化合物的不稳定性，有效合成具有手性的重氮化合物始终是有机小分子不对称催化上的一个难点。
最近化学化工学院朱成建教授课题组利用手性叔胺小分子催化下重氮酯对 Morita-Baylis-Hillman 酯的 SN2’/SN2’串
联反应，高产率、高对映选择性的合成了一类α-烯丙基重氮酯类化合物（图 1），该成果发表在 2013 年的 Angew.
Chem. Int. Ed. （2013，52, 6288-6292）上。该课题组把强吸电子的 CF3 基团引入重氮酯结构，从而大大增强了重
氮酯α位的亲核性，进而在不影响对映选择性的前提下有效的提高了反应效率。对于含有不同官能团的 Morita-BaylisHillman 酯，该反应都能有效进行，而且可以放大到制备级尺度，具有很高的普适性和实用性。为了进一步说明合成的
新型α-烯丙基重氮酯在有机化学中的应用，该课题组还对其进行了一系列衍生操作，得到了多类光学纯的含氮杂环化合
物（图 2）。
在高亲核性重氮酯的设计和合成的基础之上，有机弱碱小分子不对称催化得到高光学纯、多官能化的重氮化合物首次被
该课题组报道。以上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重大基础研究计划以及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
金的资助。

图一手性α-烯丙基重氮酯类化合物的
合成。

图二 由手性α-烯丙基重氮酯合成光学纯的含氮杂
环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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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Materials》杂志精选：新型笼形包合物具有
极强热电性能
撰稿：科技日报 2013 年 9 月 24 日
笼形包合物是指拥有很多微小的笼状结构并能将单个原子
“关”在其中的晶体，这些原子能够显 著改变晶体的材
料特性。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9 月 22 日报道，奥地利维也
纳技术大学的科学家通过将铈原子捕获在笼形包合物中，
创建出一种具有极强热电性能的新 材料，可用于将废热
转化为电能。

研究团队采用了一种复杂的晶体生 长方法，借助一个镜
子结晶炉，将单个铈原子“关”进了由钡、硅和金制成的
“笼子”中，获得了一种新型的笼形包合物。他们发现，
被困的铈原子不停地撞击“笼 子”，而这似乎赋予了新
材料优良的热电性能。
该团队利用这种笼形包合物将热的物体与冷的物体相连接，
对其热电性能进行了测试。“材料中 电子的热运动取决
于温度。”维也纳技术大学教授西尔克•布勒-帕邢解释说，
“温度高的一侧的热运动比温度低的一侧要多，所以电子
会向低温区域扩散，由此在 热电材料的两边产生电压。”
实验结果表明，铈原子将材料的热电势增加了 50%，这
意味着可以获得更高的电压。此外，这种笼形包合物的热
导率很低，这也是一 个很重要的特性，因为一旦温差不
存在，电压也就无法保持。
布勒-帕邢认为，新材料显示出的良好热电特性似乎与所
谓的康多效应（电子被束缚在半导体材 料的磁性杂质周
围时，被迫改变其自旋的现象）有关，铈原子中电子与晶
体中的原子存在量子力学相关性。事实上，康多效应已知
产生于接近绝对零度的低温物理学，但令人惊讶的是，在
这种新型笼形包合物中，量子力学相关性也发挥了重要作
用，而温度甚至高达几百摄氏度。布勒-帕邢说，这是他
们观察到的世界上温度最 高的康多效应。

当工业机器在运转过程中变热时，会散失大量热能，造成
周围环境温度不必要的上升。而这些浪 费掉的热能是可
以通过热电材料加以部分利用的：热电材料将热的物体与
冷的物体桥接在一起，就能产生电流。维也纳技术大学的

研究团队目前准备尝试利用不同种类的笼形包合物来达到
同样的效果。他们希望用铜等其他金属来取代昂贵的金，
以使材料更具商业潜力。而铈也可以用一种由多个稀土类
元素构成的更便宜的混合物替代。如此设计的笼形包合物
未来有望应用于将工业余热转化 为宝贵的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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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AS》杂志精选：新型“微生物电池”可高效利用污
水发电
撰稿：新华社 2013 年 9 月 23 日
生活污水看上去不太像电池的能量来源，但一种新近问世

耗约 0.6 千瓦时能量，而污水中以还原性有机物的形式存

的“微生物电池”可以将污水中的有机物转化为电能，其

在的能量大约有 2 千瓦时。如果能有 30%的能量转化效

效率已接近某些商业化的太阳能电池。

率，我们就能回收约 0.6 千瓦时的电能。”

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 9 月 16 日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不过氧化银造价相对较高，限制了这种“微生物电池”的

上报告说，这种“微生物电池”的阳极上有产电菌，阴极

大规模应用。崔屹说，他们正在利用材料科学和纳米技术

为氧化银固体。电池工作时，阳极上的产电菌从生活污水

开发新型廉价阴极材料，相信很快会有新的进展。

中摄取有机物，其分解并获得电子，这些电子通过外电路
传递到阴极，从而产生电流。
过去十多年里有多个研究小组探索利用产电菌来制造“微
生物电池”，但能量转化效率一直不如人意。斯坦福大学
研究人员发明的这种“微生物电池”尽管设计简单，但能
量转化效率高达 30%，与一些商业化太阳能电池相当。
研究负责人、斯坦福大学副教授崔屹对新华社记者解释说，
这种“微生物电池”效率提高，主要是因为使用了氧化银
作为阴极材料。
用了氧化银阴极后，不会像以前的一些类似电池那样有氧
扩散至阳极，导致有机物被氧化消耗而 降低效率。其次，
氧化银阴极还可重复使用，并且循环利用的过程不需要消
耗太多能量。阴极上的氧化银得到电子后会还原为银，当
氧化银都转化为银时，将阴极从 电池系统中取出，又可
以重新氧化为氧化银循环使用。
一旦这种技术得到应用，或许可以节约处理污水所需的电
力。崔屹说：“处理 1 立方米的典型市政生活污水需要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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