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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要 

-《Nature Communications》刊登徐挺

教授课题组在电致变色材料技术上的最新

进展 

-《Nature Communications》刊登物理

学院闻海虎教授小组在铁基超导机理研究

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报道王欣

然、施毅教授团队在二维有机电子学方面

的重要研究成果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l Edi-

tion》刊登吴兴龙教授课题组在电致化学发

光的自旋极化调控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基于磷流生命周期各过程质

量守恒原理，袁增伟教授课

题组构建了中国磷循环分析

框架与核算模型，基于课题

组建立的中国涉磷活动信息

数据库，重建了中国1600-

2012年的磷循环格局演变

过程，并在此基础上绘制

2012年中国人类活动磷排

放的富营养化潜势图谱  

 中国富营养化潜势图谱存在

更加明显的空间异质性，高

富营养化潜势主要集中在经

济发达和人口密集的沿海地

区，长江中下游流域尤其显  

 

 

封面文章 

环境学院袁增伟教授课题组在磷循环及其环境效应评估方面取

得重要进展 

磷既是地球生命系统所必需的重要营养元素，也是造成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因子。

随着人口增长和食物结构的改变，人类对磷矿石资源的开发利用强度不断加大，进

而加剧了磷资源短缺和水体富营养化形势。研究磷资源开发利用生命周期过程的流

动路径，是探寻磷资源可持续利用和解决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命题。袁增伟教授课

题组致力于多尺度磷循环及其资源环境效应评估研究，最近在中国磷循环格局演变

过程重建及其富营养化潜势评估方面取得了重要新进展，该工作于2016年2月22日

发表在PNAS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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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学院袁增伟教授课题组在磷循环及其环境效应评估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Nature Communications》刊登徐挺教授课题组在电致变色材料技术上的最新进展 

物理学院闻海虎教授小组在铁基超导机理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物理评论快报》报道王欣然、施毅教授团队在二维有机电子学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孟祥康教授课题组在铁电材料的弹光效应研究方面取得进展 

吴兴龙教授课题组在电致化学发光的自旋极化调控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戴子高教授课题组获得夸克星存在重要证据 

《先进材料》连续报道王欣然、施毅教授团队在二维材料晶体管方面的研究成果 

电子学院张荣教授、刘斌副教授课题组在氮化物半导体LED器件研究取得进展 

物理学院缪峰教授、王伯根教授课题组在新型二维材料光电探测器研究领域取得进展 

 NEWS 科技新闻  

本期目录 

RESEARCHES 科学研究 

2016南京大学政产学研平台总结研讨会召开 

南京大学微电子学院揭牌 

绿色合成可降解聚乳酸技术鉴定会在兰州召开 

南京大学“日盲紫外成像技术”被评为《科技日报》2015年度十大核心技术之首 

“量子调控与量子信息”重点专项申报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周志华教授入选 AAAI Fellow



科技信息  |  2016年第1-2期  |  总第223-224期  

3  

 POLICIES & REVIEWS 科技评论 

电子学院余林蔚教授、徐骏教授在硅基复合纳米线结构锂电研究取得进展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邓正涛教授课题组在全无机钙钛矿量子点研究方面取得进展 

医学院蒋青教授课题组软骨修复领域革新进展 

朱嘉教授课题组在有机-无机杂化型钙钛矿纳米线制备及其光电器件应用的研究中取得进展    

李建龙教授实验室在全球变化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      

生命科学学院陈建群教授课题组在《Plant Physiology》再次发表重要研究成果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研究揭示东北地区黄土堆积形成于距今120万年    

现代工学院何平副教授和周豪慎教授在锂-氧气电池正极催化剂研究方面取得进展    

国办发布优化学术环境指导意见：消除“行政化、官本位”弊端 

权威政策解读 科技部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6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重点专项：率先示范科技计划改革实质性成果-科技部副部长侯建国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申报指南 

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支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政策措施 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 

 FOCUS 国际热点 
《Nature》本月亮点 

《Science》本月要闻摘录 

科学家发现引力波霍金：是科学史上重要一刻 

英最新研究显示青蒿素类药物也可治疗外伤 

新技术可快速清除溶液中放射性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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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8日下午，2016南京大学政产学研平台总结

研讨会在知行楼召开。南京大学副校长潘毅，中科院

院士、物理学院教授邹志刚，校长助理李成，校科技

处、人事处、学科办、发展委负责人以及南京大学15

个政产学研平台负责人等出席会议。会议由李成主

持。 

       会上宣读了新一届南京大学服务地方专家咨询委

员委员会成员名单，潘毅向委员颁发了聘书。 

       校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主任陈强从我校政产学研平

台成立背景、平台建设取得成效、应用型学科发展瓶

颈、平台发展的思考与展望四个方面汇报了南京大学

政产学研平台整体发展情况。 

       据介绍，政产学研平台是我校根据基础研究实力

强的特点，结合省内各市重点产业和特色园区的发展

需求，以地方政府出财力和政策、南大出人才和智力

的方式，探索出的一条具有南大特色的技术转移之

路。近年来，我校在平台科研能力及服务企业能力方

面得到大幅度提升，为超过3000家企业提供技术咨

询、技术开发和检验检测等服务，孵化企业116家，培

育或共建各类企业研发平台70个，为地方培养、培训

人才3万余人次；校外平台现有专职人员609人，场地

面积达6万平方米，仪器设备共计3033台，价值2.44

亿元。近4年总获取经费6.06亿，其中服务总收入达

4.39亿元，为地方经济升级转型做出了较大贡献，得

到地方政府的高度评价。同时，政产学研平台反哺学

校学科发展成效显著。平台所在地方政府及相关企业

为学校仙林新校区建设捐赠超过2亿元；昆山创新研究

院院长邹志刚201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依托平

台的创新研究和服务业绩，相关团队获得了国家自然

科学奖二等奖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4项、教育

部科技进步特等奖1项、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1项和

江苏省科学技术一等奖2项。平台为我校相关学科承担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863计划等国家需求项目提供了产

业化和实践载体，与企业共建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支

撑了我校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建设。 

       潘毅指出，近年来一批科技成果在政产学研平台

上实现落地与转化，在为地方经济做出贡献的同时，

也为南京大学挣回了“面子”和“里子”， 一方面促进地

方经济建设和发展，提升了学校在地方的口碑和美誉

度，为江苏省政府支持我校985工程建设提供了有力支

撑；另一方面促进了我校工程学科建设，高端人才、

国家级奖励不断涌现，为仙林校区建设募集发展基金

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提出三点希望：一、建立平台间

交流机制，“一点突破、多点发力”。各平台通过经常性

的交流互动，互相借鉴，将一个平台上实现的产业化

成果在多平台上开花结果。二、加强服务和反馈。学

校要对平台发展提供政策支撑，平台依托的相关学科

要对平台发展上给予人才和经费倾斜，积极协助平台

争取政府后续支持；平台要注重和相关学科的学术联

系，促进平台与院系之间的人员交流，积极反馈服务

地方工作成果。三、做亮点、做规模、做特色。平台

还需要加强自我造血功能，树立南大的良好形象，在

研究上做亮点、在服务上做规模、在市场上做特色。 

       与会专家围绕科研转型、一流学科建设计划、服

务江苏发展战略背景下平台的可持续发展、平台的运

行和规范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2016南京大学政产学研平台总结研讨会召开  

※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科 

技 

新 

闻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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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NEWS 

       2016年1月23日，由南京大学、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主办，国家示范性微电子学院产学研融合发展联

盟、江苏省半导体行业协会、南京市集成电路行业协会协

办的“集成电路发展论坛暨南京大学示范性微电子学院揭

牌仪式”在仙林校区潘忠来楼报告厅举行，南京大学副校

长王志林，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

院教授郑有炓，国家示范性微电子学院产学研融合发展联

盟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严晓浪，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教育部高教司相关负责人，中国科学院、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大学等单位的

专家学者，以及来自江苏省微电子行业的企业家等出席仪

式。仪式由我校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书记闵建洪主

持。 

       王志林副校长在讲话中简要介绍了南京大学及“微电

子学与固体电子学”学科的有关情况，并对微电子学院的

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他希望学院加强教育教学综合改

革，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加强与有关

部门、科研院所、行业企业的合作，建立开放式办学模

式，推进产学融合协同育人，着力于建立全面的能力素质

培养体系，在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持和科

技支撑的同时，也为南京大学人才培养综合改革做出贡

献。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理工处吴爱华处长和江苏省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南京大学微电子学院名誉院长龚怀

进分别致辞，对南京大学微电子学院未来的建设提出了殷

切希望。 

       仪式上，王志林副校长、严晓浪教授、郑有炓院士、

龚怀进副主任为“南京大学微电子学院”揭牌。 

       严晓浪教授就国家建设示范性微电子学院的目的、意

义以及示范性微电子学院建设工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作了

主旨发言。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兼微电子学

院院长施毅通报了学院筹备建设的有关情况。 

       在随后举行的“集成电路发展论坛”上，来自高校与科

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集成电路的发展状况作了精彩的学

术报告。 

南京大学微电子学院揭牌 

※新闻中心 

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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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0日，由南京大学牵头组织的

“有机胍催化缩聚合成聚L-乳酸技术中

试及应用”项目鉴定会在兰州举行。南

京大学副校长潘毅，中国工程院院士、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张全兴、甘肃省

科协党组书记杨新科，西北师大校长刘

仲奎、副校长李万红，甘肃省农牧厅副

厅长杨祁峰，以及中国工程院、甘肃省

发改委、工信委相关领导等出席鉴定

会。甘肃省知识产权局朱晓力局长主持

鉴定会。 

       鉴定委员会主任由中国工程院院士

欧阳平凯担任，中国工程院蔡道基院

士、钱易院士担任副主任，中国工程院

蒋士成院士、中国科学院陈发虎院士、

苏州大学路建美副校长、西安建筑科技

大学王晓昌副校长、福建农林大学林占

熺研究员和环保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

理技术中心凌江主任担任委员。 

潘毅副校长在致辞中高度评价了研究团

队的拼搏精神和协作精神，赞扬该项目

的完成是协同创新的成功实践，也是南

京大学服务西部、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的重要示范工程。 

       张全兴院士介绍了项目的整体情

况，李弘特聘教授介绍了绿色合成的关

键技术，其他课题组成员分别介绍了中

试、环保、地膜使用等方面的研究情

况。 

       据介绍，我国西北地区由于常年干

旱缺水，采用石油基农用地膜起到了良

好 的 增 产 效 果（每 亩 年 增 产 10-

15%），但由于所用地膜不可降解，多

年使用后土壤中积聚了大量地膜碎片，

导致土壤退化、农作物减产（每亩年减

产10-20%），造成了严重的农业白色

污染。据统计，2013年石油基农用地

膜消耗量达130万吨，覆盖面积达3.5

亿亩。利用聚乳酸系农用地膜替代石油

基地膜是改变石油基地膜污染的根本举

措之一。目前国内外聚乳酸商品生产均

采用亚锡盐（辛酸亚锡等）催化开环聚

合法制备。由于亚锡盐具有细胞毒性、

遗传毒性等，因此所合成材料具有生物

安全性及潜在的环境安全性隐患。此外

国内外大都采用L-乳酸先制备丙交酯再

经开环聚合制备聚L-乳酸的工艺技术，

其生产成本较高；美国因转基因玉米产

量高，价格低，现以2万元/t的聚L-乳

绿色合成可降解聚乳酸技术鉴定会在兰州召开 

※环境学院 

科 

技 

新 

闻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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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价格倾销中国，从而垄断市场，抑

制了中国聚乳酸工业的发展。 

       针对上述问题，南京大学“国家

有机毒物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率先开发成功生物质有机

胍催化乳酸本体缩聚法（直接法）的

全绿色工艺合成聚乳酸，该工艺与技

术的特色是：催化剂系无毒、可代

谢、绿色、生物质有机胍催化剂，催

化L-乳酸缩聚立构专一性强、用量

少、催化效率高，该项技术属国内外

首创，得到了国际著名高分子科学家

Y. Kimura等的好评。2013年10月18

日南京大学与兰州助剂厂、常州大

学、西北师范大学联合签订产学研合

作协议，决定在兰州助剂厂筹建中试

装置，共同开展“年产500吨环境友

好 材 料 聚 乳 酸 地 膜 中 试 及 应 用 研

究”。自2014年8月中试设备安装完

毕后即进行聚乳酸中试生产，至今共

成功进行22批次聚乳酸中试生产，得

到了约13吨聚乳酸合格产品，产品质

量达到和超过现有国内外商品同类产

品水平。利用中试聚乳酸制造的农用

地膜在全国6省11处布点进行实地覆

膜试验。初步试验结果表明：中试聚

L-乳酸试制的地膜与聚乙烯（PE）地

膜、美国聚L-乳酸生产地膜相比具有

相同良好的增温、保墒功能，能满足

农作物生长对地膜的需求，并有一定

的增产效果，具有良好的可降解性。

中试聚乳酸产品除制造可降解农用地

膜外，在日用塑料制品、医药、纤维

等其他领域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聚乳酸中试成功证明，南京大学国家

有机毒物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开发的采用直接缩聚法合成

聚L-乳酸的聚合反应产率高、生产成

本低（低于2万/吨）、无三废排放、

工艺稳定性好和可操作性强，属绿色

合成工艺。 

       与会专家听取了工作报告、技术

报告及聚乳酸地膜应用研究报告等，

考察了中试现场，认真审查了有关报

告，一致通过新技术、新成果鉴定，

认为采用有机胍催化缩聚合成聚L-乳

酸的新技术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建

议尽快实现该技术的大规模工业生

产。  

科 

技 

新 

闻 NEWS 



Science & Technology office of Nanjing University            南京大学科学技术处 

8  

       2015年12月31日，《科技日报》以《这一

年，在创新中精彩》为题，对“核心技术”栏目为广

大读者解读了几十项各个领域的新技术进行逐一盘

点，选出了最具典型意义的“十大核心技术”。南京

大学研发的“日盲紫外成像技术：穿过迷雾找到

你”，被冠以“最‘冷门’导航技术”，位列“十大核心技

术”之首。 

       《科技日报》评点该项技术时，给予高度评

价，认为相比现有导航定位系统，日盲紫外港口破

雾导航技术抗干扰能力强、适用于各种复杂环境

（夜间、恶劣天气、电磁干扰），能实现高精度全

天时全天候实时定位导航，能在可视度极低的复杂

环境中直观成像，同时计算自身的准确方位和姿态

信息，为现有的定位导航技术提供了新兴发展方

向。 

       南京大学多年来致力于日盲紫外成像技术领域

的研究，在紫外电晕监测、船舶破雾引航靠泊等诸

多方面都取得了开拓性的成就。为尽快推进成果转

化，南京大学与风险投资机构成立了江苏南大五维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让技术走出实验室，经受住了

市场的考验，建立了完备的“理论-设计-制造-检测-

应用”成果转化链条，让我国在日盲紫外技术应用

和产业上走在了国际前沿。 

精确导航是导航技术发展中一个重大的需求，现有

的导航技术在恶劣气象条件下基本无法使用，常用

的GPS技术保密性和抗干扰性很差，现代导航技术

亟需一种全天候、抗干扰能力强的导航技术，尤其

是最后1公里的导航，如在雾霾天气飞机的降落、

船舶的靠泊、自动驾驶汽车的正常行驶等。为了解

决现有导航技术难题，南京大学和南大五维联合基

于日盲紫外成像技术发明了日盲紫外精确导航技

术，该技术可实现全天候抗电磁干扰的精确导航。 

       南大五维把该技术应用于雾霾等恶劣气候条件

下船舶安全入港靠泊，目前已成功进行了200多次

试验，对300米以上的大型船舶，靠泊精度最高接

近厘米级，可以解决雾天船舶靠泊这一世界性难

题。该技术同时适用于夜间和其它恶劣天气级及电

磁干扰等各种复杂环境。目前该系统整机重量小于

5公斤，响应时间达到10毫秒级，整体功耗不超过

40瓦，具有全天时、全天候、直观、实时、精确的

五大优势，可以把未来港口打造成真正意义上的

“全天候港”。  

南京大学“日盲紫外成像技术”被评为 

《科技日报》2015年度十大核心技术之首 

※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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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科技部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量子调控与量子信息”重点专项2016年度指南，为更好地协调和组织高校系统

项目申报工作，应教育部委托，我校于2月28日在知行楼一楼报告厅召开“量子调控与量子信息”重点专项申报研讨会

议。南京大学邢定钰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王玉鹏研究员和复旦大学资剑教授三位指南编制专家，教育部科技司

基础处邹晖处长，南京大学校长助理李成以及各高校相关领域专家和单位科研管理人员等与会。  

       邹晖处长首先介绍了当前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推进的背景情况，通报了高校科研队伍参与重点研发计划申报工作的整

体情况。 

       三位指南编制专家就“量子调控与量子信息”重点专项的实施方案、申报指南进行了解读，讲述了相关指南编制思

路，介绍了各个指南方向设立背景、具体内容和需要注意的要求，并对指南中重要的部分进行了着重说明。在座的各高

校相关领域教授和单位科研管理人员也踊跃发言，就他们所关心的申报限项、任务指标、参与单位数和人员数要求等问

题向三位专家提问，三位专家对所有问题都做了耐心而细致的回答。 

“量子调控与量子信息”重点专项申报研讨会在

我校召开 

※科学技术处  施萱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周志华教授入选 AAAI 

Fellow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国际人工智能学会（前身为美国人工智能学会）AAAI近日宣布，全球有6位学者被擢升为该学会的Fellow

（http://www.aaai.org/Awards/fellows-list.php）。我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周志华教授获此殊荣。 

       AAAI是国际人工智能领域最权威的学术组织，Fellow是该学会给予会员的最高荣誉，仅颁给对人工智能做出“非

同寻常的卓越贡献者”。由于评判极严格，历届AAAI Fellow入选者均为人工智能领域公认的著名学者，因此被誉为国

际人工智能领域的名人堂。周志华教授因其在机器学习领域的杰出成就，尤其是集成学习与多标记及部分标记数据学

习上的卓越贡献而获此殊荣（"For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ensemble methods and learning from multi-

labeled and partially-labeled data."）。此前全球华人学者仅有2位入选该学会Fellow。周志华教授是我国大陆第一

位，也是此次入选的唯一来自美欧之外的学者，并且是唯一在中国大陆取得博士学位的AAAI F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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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磷既是地球生命系统所必需的重要营养元素，也是造成水体富营养

化的主要因子。随着人口增长和食物结构的改变，人类对磷矿石资源的

开发利用强度不断加大，进而加剧了磷资源短缺和水体富营养化形势。

研究磷资源开发利用生命周期过程的流动路径，是探寻磷资源可持续利

用和解决水体富营养化的重要命题。南京大学袁增伟教授课题组致力于

多尺度磷循环及其资源环境效应评估研究，最近在中国磷循环格局演变

过程重建及其富营养化潜势评估方面取得了重要新进展，该工作于

2016年2月22日发表在PNAS上（www.pnas.org/cgi/doi/10.1073/

pnas.1519554113） 

       基于磷流生命周期各过程质量守恒原理，袁增伟教授课题组构建了

中国磷循环分析框架与核算模型，基于课题组建立的中国涉磷活动信息

数据库，重建了中国1600-2012年的磷循环格局演变过程，并在此基础

上绘制2012年中国人类活动磷排放的富营养化潜势图谱。结果表明，

与1900年之前以自然为主导的磷循环相比，近百年尤其是最近半个世

纪以来，中国磷循环受到人类活动的干预越来越强烈（见图1, A, B）。

2012年，中国磷矿石开采量达到12.5 Tg P yr-1，占全球磷矿产量的

40%以上，其中70%用于生产含磷化肥。农业种植系统呈现磷过量使用

问题，2012年，全国单位面积农田的磷输入量达到80 kg P ha-1，是

植物可利用量的2倍多，远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在过去四个世纪

内，人均磷摄入量维持相对稳定状态，但磷矿石的消耗量不断增加，这

主要是因为人类食物消费结构呈现由植物型向动物型转变所致。随着磷

资源利用生命周期过程的延长，磷损失量加剧，只有约4%的磷资源最

终转移至食品中（见图1, C）。与此同时，2003年起，中国由磷净进口

国转变为净出口国，主要出口磷肥、农药等磷化工产品，进口的则多是

环境学院袁增伟教授课题组在磷循环及其环境

效应评估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图 1. (A), 中国主要磷流变化；(B), 磷矿石生

产与消费结构变化；(C), 主要食物磷需求变

化；(D), 磷矿石及主要含磷产品进出口变

化；(E), 土壤磷库存变化；(F), 地表水体磷输

入变化 

※环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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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2012年磷排放富营养化潜势 

来自巴西、美国等国的转基因大豆等农产品。（见图1, D）。土壤和地表水

体中的磷累积量随之快速增加（见图1, E, F）。 

      对2012年中国地表水体磷排放的空间分析表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人

口密集省份单位面积的平均磷排放量达495 kg km2 yr-1，约为西部区域的9

倍。相比之，中国富营养化潜势图谱存在更加明显的空间异质性，高富营养

化潜势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和人口密集的沿海地区，长江中下游流域尤其显

著（图2）。该研究为制定中国磷资源可持续利用战略提供了科学依据，为开

展磷循环可持续性研究提供了科学方法。 

      袁增伟教授为该成果通讯作者，其课题组博士生刘欣、助理研究员盛虎

为并列第一作者，爱尔兰国立高威大学Chaosheng Zhang博士、美国亚利

桑那州立大学James J. Elser教授亦对该成果发表做出重要贡献。该工作得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美国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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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将亚波长金属纳米结构与传统的电致变色材料相结合，我校现

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徐挺教授课题组与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

（NIST）以及Sandia国家实验室合作开研发了一种拥有超高光强调制

对比度和快速时间响应的全彩色电致变色器件。这种器件将来有望可以

应用在包括低功耗的显示设备，光信息处理器件以及智能玻璃等各个领

域。相关成果以《High Contrast and Fast Electrochromic Switch-

ing Enabled by Plasmonics》为题，于2016年1月27日在《自然－通

讯》上在线发表（doi:10.1038/ncomms10479）。徐挺教授为该论文

的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论文第一通讯单位为南京大学。 

       电致变色是指材料的光学属性在外加电场的作用下发生稳定、可逆

的颜色变化的现象，在外观上表现为颜色和透明度的可逆变化。作为电

致变色器件中的常用材料，通过氧化还原反应实现电致变色效果的有机

高分子聚合物由于光学性能稳定, 合成工艺简单以及器件成本低廉而备

受关注。对于传统的有机聚合物电致变色器件，其发生褪色和染色的响

应时间一般在几秒到几十秒左右。这一过慢的时间响应在很大程度上限

制了器件的应用范围，例如需要高速动态切换的显示设备。虽然减小有

机聚合物材料层的厚度从而加快电子／离子的注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

短器件的响应时间，但这一方法是以牺牲器件光调制对比度为代价的，

所以实用性很受限。除了响应时间和对比度之外，对于常用的电致变色

材料来说，其在染色状态下对光的吸收只集中在某一波段，因而光吸收

《Nature Communications》刊登徐挺教授

课题组在电致变色材料技术上的最新进展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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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所呈现的颜色对于一种特定的材料在染色状态下是固定的。所以当需要设计一个包含多

种颜色的电致变色器件，例如彩色显示设备时，通常要应用多种不同种类的电致变色材

料。不同材料之间光学性能的差别，化学性质的兼容性以及分步骤的加工工艺都会使得器

件的复杂度和制造成本急剧增加。 

       南京大学，NIST以及Sandia国家实验室的国际合作研究团队利用自身在纳米光子学

与材料合成研究领域中的多年积累，另辟蹊径，利用亚波长金属结构中的存在表面等离子

体效应同时解决了以上关于光调制对比度，响应时间以及多波长选择性调制的问题。通过

亚波长金属结构控制入射光与表面等离子体之间的有效能量转化，在多波长范围内首次实

现了具有超过90%光调制对比度以及小于20毫秒响应时间的聚合物电致变色器件。这一研

究对于进一步提升器件光学性能，降低器件材料复杂度以及扩展高速动态应用起到了非常

关键的作用，从而对于推进电致变色器件的实用化进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该技术已经

申请了相关专利。 

       该项研究得到了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和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等的资助。  

基于表面等离子体亚波长金属结构的全彩色电致变色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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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导现象是固体中的电子发生配对和量子凝聚的现象。由于超导态载流子是库珀电子

对，具有类玻色特性，因此在一定温度以下，会凝聚到一个更低能量的宏观量子相干态，

表现出电阻为零和完全抗磁性等性质。对超导体奇异性质的研究，不仅会大大推动凝聚态

物理的前沿发展，同时会为人类带来许多重要的，甚至是不可替代的应用。高温超导机理

研究的核心内容是关于电子对形成的原因。闻海虎教授小组长期致力于高温超导机理问题

的研究，最近在铁基超导机制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新进展。该工作于2016年1月29日发

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7,10565(2016)。 

       超导态一旦形成，如果想从此低能超导凝聚体中激发一个单电子就需要一定能量。这

个能量被通称为超导能隙，它对超导态起到保护屏障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超导态能够在

有限温度下存在的原因。利用扫描隧道谱技术，能够直接测量这个能隙，包括超导能隙的

大小和结构，并进一步获得电子配对的机理。最近几年，国际上发现了一些基于FeSe

（铁硒层）的新型超导体。电子结构测量发现这些超导体中只出现了一套电子费米面，然

而隧道谱上看总是观测到两个超导能隙。为什么在一套费米面上出现了两个超导能隙，这

是近几年困扰学术界的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此外，如果只有电子型费米面，没有了空穴

费米面，理论预言的S+-模型是否还正确？ 

       闻海虎教授小组利用在南京大学建立的综合实验条件，生长出高质量的(Li1-xFex)

OHFeSe高温超导单晶，并对该超导体的扫描隧道谱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该超导体原子结

构如图1b示意图所示。在远离杂质点测量到的隧道谱如图1c所示，表现出清晰的双能隙

结构。对在一个样品的同一解理面内测量到的98条曲线进行统计，发现超导能隙分成为两

组（如图1d所示），其中心位置大约在14.3和8.6毫电子伏特。如果用大能隙值（14.3 

meV）代入计算发现2D/Tc » 8.7, 这个比值远远大于基于电声子耦合导致电子配对的巴

物理学院闻海虎教授小组在铁基超导机理研究方

面取得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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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a), (Li1-xFex)OHFeSe超导体解理后露出的硒原子面（周期性亮点）和杂质点（哑铃状亮点）。(b), (Li1-

xFex)OHFeSe原子结构示意图。 (c), 远离杂质点测量到的典型隧道谱形状，可以清晰看见两个能隙结构。(d), 在

一个解理面上测量的98条谱上能隙的统计结果。 

丁－库珀－施瑞弗理论值（2D/Tc » 3.53）（197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因此这个新结果

揭示铁基超导不是通过简单电声子耦合实现的。  

       为了仔细分辨隧道谱上面所发现的两个超导能隙的起源，闻教授课题组利用了一种称

为准粒子散射相干技术（quasiparticle interference，简称QPI）。超导态库珀对被杂质

破坏以后，形成单电子态，这些单电子表现出行波形式，而这些电子波又被杂质所散射形

成一定的驻波态，在超导体表面稳定存在并被空间分辨的扫描隧道谱直接测量出来。有个

形象的比喻是池塘中的水波如果被露出水面的石头所散射，也会形成一定的驻波态，根据

这个驻波态的形式，可以分析池塘中露出水面的石头个数和分布情况。同样的道理，测量

到电子因为散射相干形成的驻波态以后，就可以通过傅立叶变化到倒易空间，得以获得电

子结构信息，如费米面，超导能隙特征等，这就是QPI技术。图2a显示的就是在解理面

上，在大能隙的能量附近，测量到的QPI图谱。图2b和2c就是在不同能量测量到的电子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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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态，经过傅立叶变换后的图案，可以清晰看见不同费米面的信息。图2d是理论上预测

的经过能带叠加（或杂化后）电子费米面图。根据这样一个费米面的信息得到的QPI模拟

结果放在图2e中，可以看出模拟结果与实验结果大致相似。  

       为了更清楚地研究双能隙对应费米面和超导能隙的情况，他们又特别精细地测量了大

面积实空间的电子相干图谱，这样反演到倒易空间，清晰度可以大大提高。一般这样一个

图谱要稳定测量1－2天，而且要保证针尖不能偏离原子位置，难度极大。如图3所示，通

过改变能量，他们发现在低能部分，没有费米面出现，证明超导能隙是完整的（fully 

gapped）。然而逐渐增加能量的时候，在接近或达到小能隙能量的时候，第一套费米面

（波矢较小）浮现出来。再继续增加能量，他们发现另外一套费米面逐渐显露，在达到大

能隙的时候，第二套费米面已经变得很清晰，形成了明显的里外层费米面套叠的情况。根

据外套费米面在更高能量出现的事实，合理的推论是大能隙对应外套费米面，而小能隙对

应内套费米面。这是在只包含电子费米面的众多铁硒基材料中，第一次甄别出内外两套费

米面，并且与双能隙结构联系起来。 

       本项研究第一次清楚地说明了在只有电子型费米面存在的铁硒基的高温超导体中，为

图2.(a),在能量为14.5mV测量到的微分电导（dI/dV, 对应电子态密度）在空间的分布。可以看见一些电子波干涉

的图案。(b),图(a)中的电子干涉图谱经过傅立叶变换以后的图案。(c),同样方法在小能隙能量附近8.6mV测量到的

QPI图案。(d),理论预测的大概费米面图形。(e),根据(d)中的费米面信息所做的模拟QPI图案，与实验结果（b,c）

相似。(f),(g)，小动量散射的QPI图案，反映的是费米面内部散射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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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有双能隙的特征。其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一种典型铁硒基高温超导体

中，观察到双能隙特征，与引起广泛关注的铁硒单层膜上的数据极其相似，也许内在物理

是一致的；（2）在早期大量的实验数据都认为只有一套电子型费米面时，该工作第一次

甄别出来内外两套靠得很近的费米面，并获得了相应的超导能隙的特征；（3）超强的能

隙和转变温度的比值把铁基超导体完全归类于非电声子耦合导致的电子配对。这个重要进

展将大大推动铁基超导机理问题的解决。 

       此项研究是闻海虎教授小组在南京大学取得的系列成果的最新进展。此前他们发现了

无磁性杂质诱导的电子相干态，这是理论上预言的支持S+-模型的指纹性证据，因此国际

同行认为“这是迄今为止他所看见的支持S+-模型的最坚实的实验证据”。该工作于2013

年11月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 4, 2749(2013)。同时，他们在两个完全不同铁

基超导体系中，还发现了与超导密切相关的新的能量尺度 W（即玻色模），说明铁基超导

电子配对与磁相互作用密切相关，该工作于2013年1月发表在Nature Physics 9, 42

(2013)。目前，该小组还在深入研究，力争在铁基超导机理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做出最终决

定性的成果。 

       该最新成果是闻海虎教授小组独立完成的。扫描隧道显微镜、隧道谱测试和分析部分

是由杜增义，杨雄，方德龙，杜冠同学，杨欢教授和闻海虎教授完成；样品制备和表征是

由林海，邢捷同学和祝熙宇副教授完成；杜增义，杨雄和林海为同等贡献第一作者；杨欢

和闻海虎为共同通讯作者；闻海虎协调了整个工作进展。 

       此工作得到教育部985计划，科技部973计划和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支持。  

图3. (a)-(j) 根据相应能量测量到的态密度空间图谱， 通过傅立叶变换以后获得的倒易空间电子结构的信息。在小

能量的时候，内套费米面先显露出来；在大能量的时候，外套费米面开始显露。因此可以推论，存在由于费米面套

叠或杂化形成的内外套费米面，而大（小）能隙对应外（内）套费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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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

协同创新中心的王欣然、施毅教授团队在二维有机半导体精确可控外延生长、输运性质调

控和电子器件研究中取得突破性进展，相关研究成果以《Probing Carrier Transport 

and Structure-Property Relationship of Highly Ordered Organic Semiconductors 

at the Two-Dimensional Limit》为题，2016年1月5日在线发表于物理学科国际权威期

刊《物理评论快报》（PRL），被选为“编辑推荐论文”。美国物理学会《物理》杂志以

“Precise Layering of Organic Semiconductors” 发表“观点(Viewpoint)”文章进行了专

题报道。该项工作由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科大等单位合作完成，

我校电子学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张宇涵完成主要实验工作，人民大学季威教授课题组进

行了理论模拟与计算工作，香港中文大学的许建斌教授（我校长江讲座教授）给予了理论

指导，物理学院的肖敏教授与现代工学院王鹏教授课题组分别进行了光学与结构表征。王

欣然，施毅，季威与许建斌教授为论文共同通讯作者。 

      微电子器件是当代信息社会的基础。在过去50多年中，晶体管尺寸根据摩尔定律的预

测不断减小，正逐渐逼近其物理极限，并由此产生诸多挑战。二维层状材料在构筑电子器

件时具有超薄沟道、高迁移率等特点，是最有希望在微纳电子和光电子领域带来新变革的

材料之一。目前，二维层状材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石墨烯、过渡金属硫族化合物、类石墨

烯等无机原子晶体。另一方面，有机二维半导体兼顾了有机材料多样化、高柔性等特点，

正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有机晶体管的电荷传输过程通常发生在界面附近的几个分子

层内。因此，精确制备少层有机晶体材料是在分子尺度上理解和调控电荷输运性质的基

础，对于有机电子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物理评论快报》报道王欣然、施毅教授团队在二

维有机电子学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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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团队深入地研究了并五苯分子在六方氮化硼衬底上的范德华外延生长机理，实现了高

质量、层数可控的1-3层并五苯外延薄膜。在其厚度接近二维极限时，薄膜仍展现出在有

机单晶材料中才具有的各向异性、高迁移率、能带型输运等本征特性。研究团队还发现，

层内和层间分子间相互作用存在竞争关系，导致不同层的分子排列结构存在差别。这些结

构差异使得并五苯外延薄膜在1至3层中发生了绝缘－跃迁输运－能带输运的一系列相变过

程，这是首次直接观测到电荷传输层分子堆积结构与电子输运性质之间的內禀关联。此

外，利用并五苯外延薄膜制备的场效应晶体管，其性能与有机单晶场效应晶体管媲美。合

作团队开发的范德华外延技术还有望应用于异质结和超晶格等更为复杂的有机半导体结构

和器件，将进一步推动有机电子学的发展。尽管这些结构已经在无机半导体器件中已有着

广泛的应用，但其在有机半导体中还尚未实现。 

       该项工作是王欣然、施毅教授团队近年来在二维有机半导体材料和器件方向的系列工

作的重要成果。团队相关前期成果分别发表在Nature Comm. 5, 5162 (2014), APL 107, 

183103 (2015) 等期刊。研究得到科技部973计划，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江苏省双创等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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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孟祥康教授课题组与美国阿肯色大学

合作，在铁电材料的弹光效应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其研究成果

《Large Elasto-Optic Effect in Epitaxial PbTiO3 Films》发表于《物

理评论快报》（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15, 267602 (2015). DOI: 

10.1103/PhysRevLett.115.267602）。该工作的一作和通讯作者单位

均为南京大学，陈兰博士为第一作者，杨玉荣博士和孟祥康教授为共同

通讯作者。  

       铁电材料的研究已经开展了70多年，但主要集中在压电性质和介

电性质的研究，铁电材料的光学响应的研究却鲜有报道。目前，仅

LiNbO3等少数几种铁电材料的弹光性质被科学家关注，因此，铁电材

料中的弹光系数与电极化、晶格系数比等物理量的关系至今不为人知，

研究这些机制能为设计大弹光系数材料和新的光-机械换能器件提供新

的思路。  

       南京大学和美国阿肯色大学合作团队设计了能获得巨大弹-光系数

的方案。该方案基于低对称性的铁电相，在应变场作用下，此铁电相的

电极化方向发生转动，晶格常数比连续变化。他们利用第一性原理方

法，以钛酸铅（PbTiO3）为研究对象，设计得到了目前最大的弹-光系

数材料。研究表明，PbTiO3在较小的拉伸应变下是四方相，在较大的

拉伸应变下是正交相，而在这中间大小的应变下是低对称性的单斜相。

四方相和正交相的折射率随应变大小表现出不同的反应，四方相折射率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孟祥康教授课题组在铁电

材料的弹光效应研究方面取得进展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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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应变增大而增大，而正交相折射率随应变增大而减小，进而表现出四

方相和正交相的弹光系数的不同正负性。单斜相架起连接四方相和正交

相的桥梁，为使四方相和正交相折射率相连，单斜相的折射率随应变变

化必然出现突变，这种突变导致了极大的弹光系数。这项成果推动了铁

电、薄膜和光学材料领域研究的发展，开辟了在铁电材料中寻找强弹-

光耦合效应的新领域，并会引起机械、光学和铁电等领域科学家的广泛

关注。 

       该项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973计划）资助。  

图1： PbTiO3的四个相的折射率随应变（a）、晶格常数比（b）和电极化（c）的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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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学院吴兴龙教授课题组在电致化学发光的自旋极化调控研究方

面 取 得 重 要 进 展。研 究 成 果 以  “Electrochemiluminescent  Spin-

Polarized Modulation by Magnetic Ions and Surface Plasmon 

Coupling” 为题在线发表于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l Edition 上

（DOI: 10.1002/ange.201508801），论文第一作者是单云博士后，

通讯作者为吴兴龙教授，这项工作的理论计算由熊诗杰教授完成。 

       磁场对光发射过程的影响可用于磁性生物过程的光传感。具有磁性

的生物物质如血红蛋白和具有磁性变化的生物反应的传感需要光发射过

程对弱磁场有极为灵敏的响应，这已成为实现磁生物传感器件的一个根

本挑战。 

       电致化学发光(ECL)是一种全部由外部电场操控的光发射，是一种

电极表面发生电化学反应生成发光基团的激发态进而产生光发射的过

程，无需激发光源，具有背景噪音低，是实现生命物质分析的一个重要

技术手段。近期研究表明，半导体纳米晶与金属纳米粒子的耦合体系不

但可实现表面等离子体对光发射过程的调控，而且还可通过磁场与表面

等离子体相互作用来调节纳米晶的发射响应。吴兴龙教授课题组设计了

一个ECL/表面等离子体耦合体系，该体系由半导体CdS纳米晶膜表面通

过DNA双螺旋结构连接Au纳米粒子构成。这种耦合体系的ECL能够受

磁性Co2+的控制而发生显著猝灭，最高猝灭程度可达83%。这种由磁

性离子引起的对ECL发光强度的调节可归因于磁性离子与Au纳米粒子表

吴兴龙教授课题组在电致化学发光的自旋

极化调控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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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等离子体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些Co2+处在Au纳米粒子表面附近，

与电子的自旋相互作用使得它们呈现铁磁排列，形成内磁场。内磁场可

以改变电子和空穴的自旋状态，从而调节电子-空穴复合速率，由此引

起体系的ECL强度下降。课题组用5，10，15，20-四吡啶基卟啉(TPyP)

作为模型物质，与Co形成Co-TPyP配合物，加入到体系中能够部分恢

复被Co2+猝灭的ECL强度，从而实现了对5，10，15，20-四吡啶基卟

啉的灵敏识别。这种识别过程对其它磁性离子也同样适用。 

       工作中所设计的实验体系对开发新的传感技术、研究光发射过程中

的磁场效应及磁-纳米粒子表面等离子体相互作用具有重要的启示作

用，对电致化学发光技术的应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工作得到了科技

部 “973” 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支持。 

图 1 Co2+对CdS纳米晶膜-Au纳米粒子耦合体系ECL强度的自旋极化调控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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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戴子高教授课题组通过分析最近发生的一次史

上最剧烈的超新星爆发，获得了夸克星存在的重要证据。该工作有望为

人类理解物质的最深层构成以及各组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帮助。论文

已发表在天文学国际权威期刊《天体物理学杂志》上。 

       目前的物理理论普遍认为，所有正常物质都由最基本的粒子：夸克

和轻子组成。但与此同时，夸克间的强相互作用力却未能被人类很好理

解。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物理学家提出，宇宙中很可能存在一类完全由

夸克组成的致密天体，称为夸克星，其密度高达每立方厘米数亿吨之

巨。对此类天体的发现或证伪，将极大促进对夸克相互作用这一基本物

理问题的理解。但数十年来，天文观测一直未能在这一问题上有所突

破。 

        戴子高从1990年攻读博士学位起，就研究如何从观测上证认夸克

星。其导师陆埮院士等人的先前研究已经发现，夸克星对任何振动的阻

尼时标都不到1秒，而中子星的阻尼时标却特别长。正是由于夸克星具

有极强的阻尼效应，它的自转周期可以达到亚毫秒，即每秒钟超过

1000次转速，而新生的中子星是不可以的。  

       最近北京大学东苏勃研究员（南大校友）领衔的国际团队发现的史

上最强超新星爆发ASASSN-15lh为夸克星的搜索带来了曙光。超新星

是大质量恒星在死亡阶段发生的一类剧烈爆发现象，其爆发过程中释放

的光学辐射，常常能够照亮其所在的整个星系。这种巨大的能量一般认

为来自大量放射性元素的衰变。但这一解释并不适用于最近发现的这颗

最强超新星，因为在发现后的仅四个月内，ASASSN-15lh辐射的总能

戴子高教授课题组获得夸克星存在重要证据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曲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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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相当于太阳以现在的强度照耀900亿年。如此之高能

量所要求的放射性元素质量，已经超过整个恒星所具有

的总质量。 

        因此，解释ASASSN-15lh的辐射能量，需要有更

为巨大的能量来源。这一能源必须由爆炸核心残留下来

的致密天体来提供。戴子高教授课题组对超新星辐射特

征的分析和计算揭示，这个致密天体应该具有每秒钟至

少上千次的极快转速，且这一高速旋转状态需要保持很

长时间（图1）。这些特点对内部物质组分提出了极为

严苛的要求。根据早期的研究，该课题组得出结论，这

一爆炸残留的致密天体很可能是一颗刚刚诞生的夸克星

（图2）。 

       夸克星存在的这个重要线索，为将来观测发现此类

天体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一旦夸克星被正式观测到，人

类对于粒子物理和天体物理的认识都将有重大突破。 

       该 项 研 究 得 到 了 科 技 部 973 项 目

（2014CB845800）和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11573014和11473008）的资助。  

图1：ASASSN-15lh观测对致密天体的周期和磁场的限制。阴影部分表示1σ的

限制范围，蓝虚线和红虚线分别是中子星和夸克星的最小转动周期（即开普勒

周期），绿虚线是磁偶极辐射时标大于光子扩散时标给出的最小限制。 

图2：中子星（NSs）和夸克星（SQSs）的转动周期演化（横坐标为温度，纵坐

标为周期的倒数）。上图表示初生的中子星很快进入转动模式（r-mode）不稳定

区，随后的引力波辐射损失了转动能，因而转动周期降到约5毫秒。下图表示夸克

星从一诞生就处在不稳定区，约90秒后离开不稳定区，随后由于磁偶极辐射，只

有强磁场的夸克星才能避开不稳定区，特别是磁场约为3´1013G（实粗线）的夸

克星才可以正好驱动ASASSN-15l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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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人工微结构科学与技术

协同创新中心的王欣然、施毅教授团队在二维层状半导体材料电子器件研究中取得重要进

展，相关研究成果以《High-Performance Monolayer WS2 Field-effect Transistors 

on High-κ Dielectrics》以及《Realization of Room-Temperature Phonon-Limited 

Carrier Transport in Monolayer MoS2 by Dielectric and Carrier Screening》为题，

分别于2015年9与2016年1月发表于材料科学国际权威期刊《先进材料》上，后者被选为

《先进材料》当期Frontispiece（附图）。两项工作均由南京大学、新加坡高性能计算中

心、中电集团第55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完成，我校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

于志浩、2014级硕士研究生崔杨、辛润开展主要实验工作，物理学院王伯根教授课题组

与新加坡高性能计算中心张刚博士课题组进行了理论计算工作。两篇论文通信作者均为王

欣然、施毅教授以及张刚博士。 

       二维层状半导体材料具有超薄沟道、高迁移率、能带可调等特点，是后摩尔时代微电

子器件的一类重要材料。过渡金属硫族化合物是当前研究最广泛的层状半导体材料，但由

于其本征缺陷、界面散射等诸多原因导致目前实验上迁移率普遍较低。针对这些问题，王

欣然、施毅教授团队在单层MoS2、WS2高性能晶体管器件方面开展了系统研究。2014

年，团队利用界面修饰方法，大幅度提高了MoS2的迁移率记录（Nature Comm. 5, 

5290 (2014)），但是MoS2器件性能仍然受到带电杂质的限制。在最近的工作中，该团

队提出利用高介电常数衬底以及高浓度载流子的屏蔽效应，可以有效抑制界面的杂质散

射，进一步提高MoS2晶体管性能。研究人员利用原子层沉积技术在SiO2衬底上沉积一层

10nm厚的高介电常数氧化物（Al2O3或HfO2），并利用前期发展硫醇化学方法对MoS2

进行高质量的界面修饰，发现在同等条件下，Al2O3与HfO2衬底上的单层MoS2晶体管

《先进材料》连续报道王欣然、施毅教授团队在

二维材料晶体管方面的研究成果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科 

学 

研 

究 RESEARCHES  



科技信息  |  2016年第1-2期  |  总第223-224期  

27  

迁移率均高于SiO2上的器件。在HfO2衬底上，实现了室温迁移率近150cm2/Vs的单层

MoS2晶体管，是目前报道的最高记录。论文合作单位新加坡高性能计算中心的张刚博士

课题组对MoS2中的各种散射机制做了定量分析，发现在室温下杂质散射对迁移率的影响

首次低于声子散射，表明器件性能已经接近其本征极限。  

       合作团队发展的界面工程方法也可以用于其他二维半导体器件。在另外一项工作中，

系统研究了单层WS2晶体管，发现10nm Al2O3可以减少界面处的电荷陷阱，使WS2的电

子迁移率提高近一倍。结合Al2O3衬底与硫醇界面修饰，在单层WS2晶体管中也实现了

83cm2/Vs的室温最高迁移率。 

       这两项工作证明界面工程是实现高性能二维半导体器件的有效方法，为层状半导体在

微电子领域的应用迈出了关键一步，是王欣然、施毅教授团队近年来在层状半导体电子器

件方向的系列工作的重要成果。相关前期成果分别发表在Nature Comm. 4, 2642 (2013), 

Nature Comm. 5, 5290 (2014), APL 100, 123104 (2012) 等期刊。该两项研究得到科技

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项目（973计划），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江苏省双创项目等基金的支持与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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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族氮化物基发光二级管(Lighting-emitting diodes)带动了高效

节能的半导体固态白光光源的问世，引发了人类照明技术的新一轮革

命。然而如何实现器件更高的转换效率和更好的发光品质，有效解决能

效降低(Efficiency Droop)和绿光缺失(Green Gap)等问题依然面临着

关键挑战。  

       最近，我校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光电信息功能材料江苏省重点实验

室张荣教授、刘斌副教授团队成功制备出新型混合纳米孔周期阵列/II-

VI族量子点白光发光二极管(LED)器件。该器件利用偶极子耦合增强非

辐射能量转移机制实现白光发射，展现出很高的色转换效率和量子效

率，并且获得了超高的显色指数，完全覆盖了暖白、自然白和冷白等色

温段。该种混合结构白光LED器件相比较于现有商用的LED产品，采用

了全新的白光合成路线，摒弃了存在随时间增加的光转换损失现象的黄

色荧光粉，实现了单芯片白光发射，具有更高的发光品质。混合结构

LED器件的制备工艺与现有白光LED的生产工艺完全兼容，因而实现工

业化量产极具前景。这项成果已经在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期刊2016年第1期发表[2016(1), 26, 36–43]，并被遴选为当期的背封

面高亮论文。 

       论文的第一作者为电子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庄喆，通讯作者为刘斌副

教授与张荣教授。合作课题组我校现代工程与应用学院的葛海雄教授团

队在氮化物纳米孔阵列结构的制备上提供了技术支持，合作开发的紫外

软压印技术可实现III族氮化物半导体纳米阵列结构的两英寸标准晶圆片

电子学院张荣教授、刘斌副教授课题组在氮化物

半导体LED器件研究取得进展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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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备。该研究工作的另一合作课题组我校物理学院肖敏教授、王晓勇教

授团队通过载流子衰减寿命研究提供了器件结构中存在非辐射能量转移

新机制的物理证据。 

       该项研究工作受到国家基础研究“97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

秀青年基金项目、中英国际合作重点项目，江苏省固态照明与节能电子

学协同创新中心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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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物理学院、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微结构科学与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的缪峰教授课题组和王伯根教授课题组在新型二维材料二硫化铼（ReS2）光电探测器研究领

域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论文于2016年2月5日发表在《先进功能材料》杂志上(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DOI:10.1002/adfm.201504408)。邢定钰院士指导并参与了本文的

工作。该论文的第一作者是物理学院博士后刘尔富博士，通讯作者是南京大学缪峰教授、王

伯根教授及斯坦福大学袁洪涛研究员。 

       自2004年石墨烯被发现以来，二维材料已成为近十余年的研究热点。2011年开始被广

泛关注的过渡金属硫族化合物是具有合适带隙的半导体型二维材料，在电子与光电器件应用

等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为后摩尔时代集成化电子器件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作为一类特

殊的过渡金属硫族化合物，二硫化铼（ReS2）具有低晶格对称性和弱层间耦合的特性，从而

表现出与其他过渡金属硫族化物不同的物理性质，例如各向异性以及在多层样品中保持直接

带隙。而其中多层直接带隙这一特性预示ReS2可能在高性能光电探测器件领域有重要的应用

前景。 

       这项工作基于该课题组之前对薄层ReS2性质的研究(Nature Communications 6, 6991 

(2015); DOI: 10.1038/ncomms7991)，利用机械解理法以及二维材料定向转移法得到了多

层ReS2与氮化硼的高质量范德瓦尔斯异质结构，并利用微纳加工方法制备了基于多层ReS2

的高性能光电晶体管器件（图a）。在可见光波段的激光照射下，ReS2光电探测器表现出优

异的性能，光电响应率高达88600 A/W，比之前报道的结果高出了5000倍。这一数值在所

有类似结构的二维材料光电器件中是最高的，是单层MoS2光电探测器的100倍（图b）。如

物理学院缪峰教授、王伯根教授课题组在新型

二维材料光电探测器研究领域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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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高的光电响应率可通过多层ReS2中较高的光吸收以及有效的增益机制来解释，其中增

益机制来自于ReS2中的缺陷态（图c），该机制也得到器件电子输运机制研究结果的证

实。基于ReS2的高性能光电探测器件因为其超高的响应率，可能会在微弱信号探测领域

有着重要的应用，该项工作最后还利用打火机及日光灯作为微弱光源成功实现了简单的演

示（图d）。 

       这项工作的主要意义在于：（1）研究了新型二维材料ReS2与氮化硼异质结的光电探

测性能，得到所有类似结构的二维材料光电探测器中最高的探测率（88600 A/W）；

（2）结合电子输运的研究，解释了基于ReS2光电探测器超高响应率的机制；（3）利用

ReS2光电探测器超高的响应率实现了对微弱光信号的探测，为ReS2在未来光电子器件方

向的应用提供了基础。 

       该项研究得到科技部“量子调控”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青年科学家专题）项目、江

苏省杰出青年基金、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等资助。 

（a）基于多层ReS2与氮化硼范德瓦

尔斯异质结构的高性能光电晶体管

器件；（b）ReS2光电探测器的超

高响应率，和所有类似结构的二维

材料光电器件相比是最高的；（c）

缺 陷 态 导 致 的 增 益 机 制 示 意 图 ；

（d）实现对微弱光信号的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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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硅(Si)是理论比容量最高的锂电池负极材料（~4200 mAh/g），其值是目前商用石

墨（~372 mAh/g）理论比容量的十多倍。然而，硅在充放电的过程中伴随着巨大的体积

变化（体积膨胀高达400%），从而导致硅材料破碎和粉化（与基底失去电接触），进而

造成容量迅速衰减。此外，硅本身的导电性比石墨较低，这些因素都限制了硅材料在锂离

子电池中的实际应用。在保持高锂电存储容量的同时，如何实现高倍率和长寿命循环特性

是硅基锂电池应用所面临的关键挑战。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余林蔚教授，徐骏教授课题组针对目前硅基锂电池所面临的主要

困难，创新性地采用了一维复合纳米线结构设计，以导电性较好、体积膨胀较小的超长二

氧化锡(SnO2)纳米线作为框架和导电通道，嫁接以高比容量的高密度、超细硅纳米线作

为储锂介质。在生长过程中，巧妙地利用H2等离子体表面处理技术，在SnO2主干纳米线

侧壁上还原并析出Sn纳米颗粒，并以此为催化纳米颗粒，通过VLS模式，生长硅纳米线。

相比于传统的硅纳米线锂电池，该Si/SnO2 纳米线分级结构展示出很高的负载量(1.5-5.0)

mg/cm2和面比容量达 (1.8-3.4) mAh/cm2，并且获得了优异锂化循环稳定性能。 

电子学院余林蔚教授、徐骏教授在硅基复合纳米线

结构锂电研究取得进展 

硅/氧化锡基复合纳米线结构设计图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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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该课题组又继续探索发现了一种3D交叉互联的硅铜体系合金纳米管结构，

显著地提高了硅基锂电池的循环稳定性和倍率性能。实验表明，基于该结构的硅基锂电池

经过1000次充放电后，容量依然保持在84% 以上，而每一次充/放电仅需要不到3 min, 

即可实现目前商用石墨理论极限容量的2-4倍。此项研究为解决一维硅纳米结构面临的负

载量低、倍率性能和循环稳定性差等问题指出了一条全新的突破思路和方向，对于发展高

性能、可商业化的硅基锂电池具有重要显示意义。 

       相关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在Nano Energy 19 (2016) 511-521和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10.1002/adfm.201504014）上。论文第一作者为博士生宋虎成同学，通讯

作者是余林蔚教授和徐骏教授。相关工作得到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施毅教授、潘力嘉教

授以及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的周豪慎教授、何平教授的大力支持。该研究受到“青年

千人计划”，国家基础研究“973”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苏自然科学基金，双创人才

计划和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项目的资助。  

硅铜体系合金纳米管结构及其“超长稳定、快速冲放”锂电循环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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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邓正涛教授课题组在全无机钙钛矿量子点

及纳米晶体的形貌可控合成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其研究成果

《Ligand-Mediated Synthesis of Shape-Controlled Cesium Lead 

Halide Perovskite Nanocrystals via Reprecipitation Process at 

Room-Temperature》在《ACS Nano》在线发表。 

       近几年，有机-无机杂化型卤族钙钛矿材料(CH3NH3PbX3, X = Cl, 

Br, I)在光伏器件领域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领域。

由于具有相似的优异光电性质和更好的物理化学稳定性，全无机钙钛矿

铯铅卤材料同样具有巨大潜力。但是，迄今为止，关于它们的胶体纳米

晶体的研究报道还非常有限。其中，全无机钙钛矿铯铅卤纳米立方体的

合成已经于2015年被首次报道。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邓正涛教授课题组

在全无机钙钛矿量子点研究方面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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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作首次报道了全无机铯铅卤钙钛矿球形量子点(CsPbX3，X为

氯、溴、碘或其组合)的合成。研究发现，该类球形量子点具有完美的球

形单晶结构，具有随尺寸和成份可调的覆盖全部可见光谱区(380-

693nm)荧光发射光谱，具有比II-VI族量子点更窄荧光发射峰(半峰宽10

-30nm)和高荧光量子产率(>80％)。除了球形量子点，通过改变合成过

程中有机酸和有机胺配体的种类，还获得了其它形状的CsPbX3纳米晶

体材料，如：纳米方块、一维纳米棒和二维纳米片材料，这些材料具有

随形状可调的荧光寿命(5.91-954ns)。本工作报道的CsPbX3量子点和其

它纳米晶体具有优异光学性质，在显示器件、激光、发光二极管、太阳

能电池、光检测器件和生物荧光标记等领域极具前景。相关研究工作正

在进行中。 

       该论文的通讯作者为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邓正涛教

授，第一作者是该学院一年级硕士生孙士斌。实验过程中，该学院三年

级本科生袁丹、四年级本科生徐源和博士后王艾菲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该项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青年千人”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

自然科学基金、江苏“双创计划”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的资助。 

       全文连接：http://pubs.acs.org/doi/abs/10.1021/

acsnano.5b08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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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节软骨由于其无血管、淋巴和神经分布而缺乏自身修复能力。尽

管目前临床上试图改进支架材料及种子细胞，或者各种生长因子探索，

始终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获得天然的软骨。新生的软骨组织大部分主要是

由Ⅰ型胶元组成的纤维软骨,缺乏透明软骨的生物和机械特性,不能正常

发挥关节软骨的作用。 

       最近，我校医学院副院长、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运动医学与成人重

建外科、南京大学模式动物研究所骨关节疾病实验室蒋青教授联合史冬

泉博士课题组和我校化学化工学院毕业生、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北卡

州立大学联合生物医学工程系顾臻教授研究开发了一项目前软骨治疗修

复领域最简便且获得修复软骨最接近天然软骨的技术。联合研究团队将

纳米包裹小分子有机物的液态HA支架通过一次手术填充于软骨缺损处

［图1］，紫外照射30秒后形成固体支架。药物在缺损处持续缓释2个

医学院蒋青教授课题组软骨修复领域革新进展 

图1 

※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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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图2］，诱导骨髓源性间充质干细胞／滑膜源性间充质干细胞／软

骨祖细胞成软骨方向分化，修复缺损软骨。最终获得组织学、形态学、

生物力学接近于天然软骨［图3］。 

       目前领域内治疗软骨修复最流行的MACI、ACI等技术，均需分两

次手术。第一次，取非负重区软骨，进行原代软骨细胞培养在体外支

架；第二期开放手术，将体外支架植入体内。蒋青教授团队开发的新技

术只需一次手术，且可全程在关节镜下处理。该技术具有一次微创关节

镜手术（一步法），缓释药物持续久，利用自体原位细胞，且再生软骨

接近天然等特点。相关研究以”photo-cross-linked scaffold with kar-

togenin-encapsulated nanoparticles for cartilage regeneration” 

(紫外聚合凝胶支架纳米包裹小分子有机物在软骨再生领域的研究)为题

发 表 在 ACS  Nano 上（http://pubs.acs.org/doi/abs/10.1021/

acsnano.5b06663）。该项目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南京市杰出青

年基金及教育部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的资助。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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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朱嘉教授课题组在有机-无机杂化型钙钛

矿纳米线制备及其光电器件应用的研究中取得进展，该成果Direct 

Conversion of Perovskite Thin Films into Nanowires with Kinetic 

Control for Flexible Optoelectronic Devices 于2016年1月22日发表

在《纳米快报》（Nano Lett., 2016, 16 (2), pp 871–876）。 

       众所周知，有机-无机杂化型钙钛矿材料具有许多优点，例如良好

的吸光性，较长的载流子扩散距离以及简单的制作工艺。基于这些特

点，钙钛矿材料被广泛应用于光电子器件上并获得了快速的发展，成为

国内外广泛研究的热点。相比于当下钙钛矿材料主要应用形式----薄

膜，钙钛矿纳米线具备其特有优势：例如，更充分的光吸收和更优越的

机械性能，但近年来钙钛矿纳米线的制备工艺相对较少并且远不如薄膜

制备技术成熟。 

       为解决以上问题，该课题组找到一种获得钙钛矿纳米线的简易方

法：利用不良溶剂和良溶剂的混合溶液，再加上简单的旋涂操作，可以

将易于制备的钙钛矿薄膜转变为钙钛矿纳米线。通过调节不良溶剂与良

溶剂的比例和匀胶机的转速，还可对纳米线直径大小以及尺寸分布进行

良好的控制。由此形成的纳米线可以进一步应用在柔性的光电子器件

上，显示出良好的机械稳定性。 

       该方法简单易行，可以与传统薄膜方法直接嫁接，从而实现大规模

朱嘉教授课题组在有机-无机杂化型钙钛矿纳米线

制备及其光电器件应用的研究中取得进展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朱鹏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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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纳米线生产，也为其他材料（有机，无机，有机-无机杂化）纳米线

的制备提供了新思路。该论文的通讯作者是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

学学院朱嘉教授，第一作者是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朱嘉教授课题组在

有机-无机杂化型钙钛矿纳米线制备及其光电器件应用的研究中取得进

展 院一年级博士生朱鹏臣同学。实验过程中，物理学院王振林教授和邓

昱教授，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鲁振达教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该研

究成果得到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项目

和江苏省优势学科建设项目的资助。  

钙钛矿纳米线形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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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科学院李建龙教授实验室在全球变化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利

用一套数理分析式生物模拟数字分解系统，创造性地对现有大尺度陆地

生态系统过程模型进行了参数优化、重组、构建和机理分析，从而对由

该模型估测大尺度植被生态系统生产力和碳贮存能力所引起的不确定性

及其来源进行了有效的量化分析，大大提高了利用该模型和系统核算全

球陆地生态系统吸收CO2并形成碳汇贮藏量的能力，以及植被碳汇核算

的精度。有效降低了利用大尺度遥感数据计算陆地植被生态系统碳贮量

的误差和估算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并对其不确定性的来源及误差大小给

予了定量评估和分解对策。该成果以“The role of residence time in 

diagnostic models of global carbon storage capacity: model de-

composition  based  on  a  traceable  scheme”  (DOI:10.1038/

srep16155)为题在《Scientific Reports》发表，第一作者为陈奕兆博

士，通讯作者为李建龙教授。 

       在全球变化估测陆地生态系统过程中，作为决定陆地碳贮存能力的

重要因素之一是对于生态系统滞留时间的准确模拟，目前尚具有很大的

不确定性和变异性。为了有效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李建龙教授团队研

究结果认为，滞留时间模拟的不确定性可主导当前生态系统碳循环的模

拟和未来趋势的预测效果。一方面由于滞留时间较难通过实验方法实际

测定，因此尚没有大尺度下的相关数据支持；另一方面，由于有机碳在

陆地生态系统当中主要停留在土壤当中，而土壤对碳的分解过程相对复

杂，涉及到的过程较多，而对应的估测参数化又较为困难，因而导致在

李建龙教授实验室在全球变化

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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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生态过程模型当中很难找出其不确定性的来源并对其进行定量评

估。该文中所使用的追溯式模型分解系统之一能够对碳滞留时间的模拟

部分通过分析手段进行拆分和重组及优化，基本实现了对其它生态过程

模型不确定性的降低和误差来源的定量评估。 

       李建龙课题组报道的改进分析式陆地生态系统模型，是目前研究全

球碳循环和估测大尺度陆地生态系统碳平衡及碳贮量估算的重要工具之

一，是通过结合大尺度观测数据（通常为遥感数据）对历史陆地生态系

统生物地理化学循环进行模拟的一类生态过程模型。结合观测数据后，

能够较好的对地上植被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力进行定量模拟，也可用对

地下土壤碳分解和碳反馈等方面进行定量模拟。课题组通过对一个典型

的诊断式模型BEPS进行解构，进而与预测式模型CABLE进行比较，发

现诊断式模型在模拟基线滞留时间部分的参数化主要基于植被类型。一

方面模型设置未能充分考虑碳分配和营养元素动态等因素，另一方面也

导致模型对于土壤温湿度的响应十分直接。这也使环境因子（包括土壤

温度和土壤水分）模拟的不确定性会被直接反映在最终的模拟结果当

中。同时，课题组通过模型比较发现，当前碳滞留时间的模拟受到不同

的土壤湿度算法的影响很大，可能是主导当前不同模型模拟之间结果差

异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建议在今后的研究当中应当重视对这部分算法

的验证和改进研究。 

       该研究工作得到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2010CB950702）、国家

863项目（2007AA10Z231）、国际APN重点项目和澳大利亚政府基金

项目(PSLP)等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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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科学学院陈建群教授课题组在植物抗病基因的演化研究中取得

重要进展，相关研究成果“Large-scale analyses of angiosperm nu-

cleotide-binding site-leucine-rich repeat (NBS-LRR) genes reveal 

three anciently diverged classes with distinct evolutionary pat-

terns”于2016年02月02日在线发表在植物学顶级期刊之一《Plant 

Physiology》。第一作者为我校博士后邵珠卿博士，通讯作者为陈建群

教授和王斌副教授。 

       在该论文中，团队研究人员对植物最大的一类抗病基因——NBS-

LRR基因在被子植物中的演化模式进行了研究。通过对22个被子植物基

因组中鉴定出的6000多条NBS-LRR基因进行系统演化分析，提出了

NBS-LRR 基因划分的新体系；从被子植物演化尺度上揭示了该类基因

的演化历史、演化模式及机制。结果发现：1）NBS-LRR基因包括三个

古老的亚类：TNL、CNL和RNL。作为参与抗病信号传导的基因，RNL

呈现出保守的演化特征；而直接参与病原识别的TNL和CNL基因则展现

出不同的扩张模式；2）在白垩纪和第三纪过渡期（K-P boundary）的

真菌爆发可能是NBS-LRR基因剧烈扩张的一个重要诱因；3）对功能基

因演化历程的追溯揭示了植物与病原间的长期“军备竞赛”。 

       该研究首次从被子植物的演化尺度上对NBS-LRR基因的演化进行

了系统的研究，深入揭示了植物抗病基因的演化模式以及植物与病原的

共演化历程，同时也对新的抗病基因的发掘和利用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该研究团队2014年也在《Plant Physiology》发表论文 “Long-

生命科学学院陈建群教授课题组 

在《Plant Physiology》再次发表重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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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m evolution of  nucleotide-binding site-leucine-rich repeat 

genes: understanding gained from and beyond the legume fami-

ly”，从豆科植物的演化尺度上揭示了NBS-LRR基因在豆科物种分化过

程中持续扩增的演化模式和以串联复制为主的扩张机制；并对大豆抗花

叶病毒（SMV）复合抗病位点的形成和演化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

（Plant Physiology, 166(1), 217-234）。论文第一作者同样为邵珠

卿，通讯作者为陈建群教授和王斌副教授。 

       该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

上项目和青年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江苏省青蓝工程“创新团队”

及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等项目的资助。 

2016文章链接： 

http://www.plantphysiol.org/

content/early/2016/02/02/

pp.15.01487.abstract 

2014文章链接： 

http://www.plantphysiol.org/

content/166/1/217.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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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研究揭示东北地区

黄土堆积形成于距今120万年 

       东北地区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主产区之

一，但这里的农业生产活动受气候变化影响

较大。长期以来，由于东北地区古气候记录

研究非常薄弱，对这里的气候变迁了解不

够。我院博士研究生曾琳等在鹿化煜教授等

的指导下，对东北地区黄土古气候记录进行

了研究。他们的最新研究结果表明，东北地

区的黄土堆积始于120万年前，是全球中更新

气候转型背景下的产物。这一研究结果发表

在近期出版的国际学术刊物Journal of Qua-

ternary Science上。 

       黄土是一定气候条件下的堆积物，因

此，它是古气候变化的记录者。黄土与深海

沉积、高纬度冰盖等，成为揭示过去气候变

化的重要支柱之一。我国东北地区有大面积

的黄土堆积，它与中亚、欧洲的黄土堆积连

成一个带，是冰期气候的产物。在1997年春

季，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鹿化煜教授等对东

北地区的黄土开始进行研究。2003年以来，

他们对东北地区的黄土堆积进行了广泛的野

外调查和采样，对重点露头和剖面进行了深

入分析。从2008年开始，曾琳同学作为硕士

研究生加入到这一研究工作中。他们对牛样

子沟剖面(NYZG)、三把火剖面(SBH)和头道

井子剖面(TDJZ)等进行了高密度的剖面和探

井采样，对上千个样品进行了古地磁和磁化

率等测试，结合光释光测年和沉积速率分

析，研究团队首次确认我国东北地区的黄土

堆积至少从120万年开始。同时，他们认为，

在那时由于北半球高纬地区冰盖扩大、温度

降低和气候周期转型等，使得我国东北地区

气候变干、风力加强，因而在合适的地貌部

位堆积了风成黄土。这是第一次直接获得东

北地区最老黄土的年代，证实了他们在2011

年发表在《科学通报》初步结果，那篇论文

是受关注的论文之一。 

       该篇论文的第一作者为曾琳同学，地理

与海洋科学学院鹿化煜教授为通讯作者，参

加这一研究工作的还有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弋双文高级工程师、徐志伟助理研究员和研

究生吕安琪、张文超、吴海峰、冯晗、崔梦

淳以及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李永祥教授。

本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央高校

基本科研业务费支持。 

原文链接：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

doi/10.1002/jqs.2829/abstract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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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学院何平副教授和周豪慎教授在锂-氧气

电池正极催化剂研究方面取得进展 

       我校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何平副教授和周豪慎教授课题组在锂

-氧气电池正极的设计构筑及反应机理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相关论

文“Ruthenium functionalized graphene aerogels with hierarchical 

and three-dimensional porosity as a freestanding cathode for 

rechargeable Lithium-oxygen batteries”于2016年1月29日在Nature

旗 下 刊 物《NPG  Asia  Materials》上 在 线 发 表（doi:10.1038/

am.2015.141）。该刊物同步配发了题为“Lithium–oxygen batteries: 

porous graphene-based cathode gives good properties”的评论文

章 对 该 项 研 究 做 重 点 介 绍（http://www.nature.com/am/

latest.html） 。 

       锂-氧气电池理论能量密度高，环境友好，成本低廉，是极具发展

前景的电动汽车用供能装置，因而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放电

产物Li2O2在正极中的不断积累阻碍O2和Li+的传输，中断反应的进

行；另一方面，充放电之间过高的电压差导致能量储存效率低，从而限

制了锂氧气电池的实际应用。该课题组利用水热法和超临界CO2干燥处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图1 基于Ru-GA的锂氧气电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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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制备了金属Ru修饰的具备三维多阶孔道的石墨烯气凝胶正极（Ru-

GA）。基于Ru-GA的锂-氧气电池，放电比容量可达12 000 mAh/g，

充电电位有效降低至4 V以下，而且在容量控制下稳定循环可达50圈以

上。这主要得益于Ru-GA的优良特性（如图1所示）：（1）极大的比

表面积，可以提供足够多O2反应的活性位点；（2）超高的孔容，可以

容纳更多的放电产物Li2O2；（3）多孔层状结构，有利于电解液的渗

透和O2扩散；（4）良好的电子电导性能；（5）质量轻，有利于提高

电池的比容量；（6）金属Ru良好的催化活性，有利于降低电池的充电

过电位。由于该电极采用自支撑整体结构，避免了粘结剂带来的副反

应。该课题组自行搭建原位差分电化学质谱分析系统，详细研究锂-氧

气电池的充电反应过程，首次观察并提出锂-氧电池三段式充电反应机

理（如图2所示），该项工作对加深电池反应过程的理解和提高电池各

方面性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现代工学院2013级博士生蒋颉为该论文第一作者，我院何平副教

授、周豪慎教授，电子学院郑明波副研究员为该论文通讯作者。相关工

作得到电子学院施毅教授的大力支持。该项研究得到“国家千人计划”，

科技部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高等

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2011计划），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

博士点基金，留学归国人才启动基金等项目的支持。  

图2 锂-氧气电池充电反应机理研究。（a）差

分电化学质谱图，（b）充电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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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发布优化学术环境指导意见： 

消除“行政化、官本位”弊端    

 ※中国政府网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2015〕9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

委、各直属机构： 

良好的学术环境是培养优秀科技人才、激发科技

工作者创新活力的重要基础。近年来，我国学术

环境不断改善，为推动产出重大创新成果，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目前我国支持

创新的学术氛围还不够浓厚，仍然存在科学研究

自律规范不足、学术不端行为时有发生、学术活

动受外部干预过多、学术评价体系和导向机制不

完善等问题。为进一步优化学术环境，更好调动

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经国务院同

意，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强化问题导向，坚持改革驱

动，全面推进人才使用、吸引、培养的体制机制

创新，加快实现政府职能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

转变，着力构建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科研管理、

宏观政策、学术民主、学术诚信和人才成长环

境，引导科技工作者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促进我国创新文化建设，为科技事业持续健

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基本原则。坚持创新导向。紧紧围绕创新驱动

发展、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

力的要求，破除制约创新的观念和体制障碍，支

持有利于激活创新要素的探索和实践，鼓励科技

工作者增强创新自信，创立新学说，开发新技

术，开拓新领域，创造新价值。 

坚持学术自主。维护科技工作者在科研活动中的

主体地位，激发科技工作者研究探索的主观能动

性，充分发挥科学共同体在学术活动中的自主作

用，建立科学、规范的学术自治制度，健全激励

创新的学术评价体系和导向机制。 

坚持自律为本。引导科技工作者发扬爱国奉献、

创新求实、淡泊名利、追求卓越的优良传统，坚

守学术诚信，完善学术人格，遵守学术规范，维

护学术尊严，正确行使学术权力，履行社会责

任，倡导崇实、唯实、求实的良好学风。 

坚持依法治学。建立保障学术自由的法治基础，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依法保障科技工作者开展学

术活动的权利，引导科技工作者自觉遵守宪法和

法律法规，抵制学术不端行为，确保科研活动造

福人民、服务国家。 

坚持宽松包容。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

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和敢为人先、宽容失败的学术

氛围，尊重科技工作者个性，倡导科学面前人人

平等，鼓励学术争鸣和质疑批判，培育竞争共生

的学术生态。 

(三)主要目标。到2020年，在影响学术创新的科

技体制机制改革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性

进展，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相适应的

科研管理、人才培养等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学

术自治理念全面落实，学术评价更加科学规范，

学术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创新人才竞相涌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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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工作者探索研究的积极性显著提升。 

二、任务要求 

(四)优化科研管理环境，落实扩大科研机构自主权。

推动政府职能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转变，更好发

挥政府顶层设计和公共政策保障功能，尊重科技工

作者科研创新的主体地位，不以行政决策代替学术

决策。优化科研管理流程，避免让科技工作者陷入

各类不必要的检查论证评估等事务中，确保科技工

作者把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在科研上。改革科研院所

组织机构设置和管理运行机制，消除科研院所管理

中存在的“行政化”和“官本位”弊端，实行有利于开

放、协同、高效创新的扁平化管理结构，建立健全

有利于激励创新、人尽其才、繁荣学术的现代科研

管理制度。在国家政策制度框架下，扩大高校和科

研院所在科研立项、人财物管理、科研方向和技术

路线选择、国际科技交流等方面的自主权，逐步推

广以项目负责人制为核心的科研组织管理模式，赋

予创新型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技术路线

决策权。打破科技工作者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鼓

励高校和科研院所采用更加开放的用人制度，自主

决定聘用流动人员。搭建学术交流和合作平台，推

动科研团队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交流活动。

放宽对学术性会议规模、数量等方面的限制，为科

技工作者参加更多的国际学术交流提供政策保障和

往返便利。 

(五)优化宏观政策环境，减少对科研创新和学术活动

的直接干预。完善稳定支持和竞争性支持相协调的

机制，改变科技资源配置竞争性项目过多的局面，

对国家实验室等重大科研基地以稳定支持为主，鼓

励其围绕重大科技前沿和国家目标开展持续稳定的

研究。充分发挥国家科技计划在促进学科交叉、跨

界融合中的平台作用，推动跨团队、跨机构、跨学

科、跨领域协同创新。推动科研基础设施等科技资

源开放共享，克服科研资源配置的碎片化和孤岛现

象。率先在国家实验室等重大科研基地开展人事制

度改革试点，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管理制

度，增强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实行以增加知识价

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

分享比例，以科技成果使用处置收益权管理改革为

突破口，全面激发高校、科研院所科技工作者创新

创业的积极性。改革科技评价制度，对从事基础和

前沿技术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等不同活动的

人员实行分类评价，对以国家使命为导向的科研基

地建立中长期绩效评价体系，拓宽科技社团、企业

和公众参与评价的渠道，切实避免评价过多过繁、

评价指标重数量轻质量和“一刀切”的现象。 

(六)优化学术民主环境，营造浓厚学术氛围。倡导学

术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鼓励科技工作者打破

定式思维和守成束缚，勇于提出新观点、创立新学

说、开辟新途径、建立新学派。不得以“出成果”名

义干涉科学家研究工作，不得动辄用行政化“参公管

理”约束科学家，不得以过多的社会事务干扰学术活

动，不得用“官本位”、“等级制”等压制学术民主。

允许科学家采用弹性工作方式从事科学研究，确保

用于科研和学术的时间不少于工作时间的六分之

五。鼓励开展健康的学术批评，发挥小同行评议和

第三方评价的作用。科学合理使用评价结果，不能

以各类学术排名代替学术评价，避免学术评价结果

与利益分配过度关联。 

(七)优化学术诚信环境，树立良好学风。坚持道德自

律和制度规范并举，建设集教育、防范、监督、惩

治于一体的学术诚信体系。完善科研机构学术道德

和学风监督机制，实行严格的科研信用制度，建立

学术诚信档案，加大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查处力度，

将严重学术不端行为向社会公布，并在项目申报、

职位晋升、奖励评定等方面采取限制措施。教育引

导科技工作者强化诚信自律，严守学术道德，不准

在科学研究中弄虚作假，严禁计算、试验等数据资

料造假；不准以任何形式抄袭盗用他人的论文等科

研成果；不准为追求论文发表数量和引用量粗制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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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投机取巧；不准利用中介机构或其他第三方

代写或变相代写论文，或通过金钱交易在国内外

刊物上发表论文；不准违反有关规定，在论文、

科研项目、奖励、人才评价等学术评审中拉关

系、送人情，亵渎学术尊严。广泛开展学术道德

和学风建设宣讲工作，引导科技工作者严谨治

学、诚实做人，秉持奉献、创新、求实、协作的

科学精神，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

会良好风尚中率先垂范。 

(八)优化人才成长环境，促进优秀科研人才脱颖而

出。坚决破除论资排辈、求全责备等传统人才观

念，以更广阔的视野选拔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

才，创造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优秀人才脱颖而

出的人才成长环境。重视发挥青年人才在科研工

作中的生力军作用，支持更多年轻科学家担任项

目负责人、组建团队承担重点课题、成长为学术

带头人。鼓励青年科技工作者平等开展学术讨论

和争鸣，发表学术上的新观点、新学说。健全全

国优秀青年科学家的奖励制度，引导社会力量加

大对优秀青年科研人才的奖励力度，通过国家奖

励、高级职称聘任、院士推荐等使一批有真才实

学、成就突出的青年科研人才脱颖而出。进一步

发挥青年科学基金的育苗功能，增加对青年科技

工作者的资助强度并扩大覆盖面，支持其开展原

始性创新研究。深入实施国家千人计划特别是青

年项目，吸引更多海外人才回国工作。高度重视

以领军人才为核心的科研团队建设，促进科研人

员协作创新。 

三、保障措施 

(九)发挥政府部门的引导促进职能。把优化学术环

境作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强化顶层

设计和宏观指导，不断完善促进学术繁荣发展的

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在制定科技发展规划、部

署重大专项等重大决策中，广泛征求专家意见，

支持科技工作者参与科技决策、充分自由表达意

见建议。推进简政放权，减少对学术活动的直接

干预，依法保护科技工作者正常开展学术交流的

权利，维护学术秩序。建立应对潜在技术风险的

合理程序，制定管理计划与伦理规范，明确科技

工作者对涉及社会利益与风险的科学争论应负的

社会责任。研究建立引导社会资源支持公益性科

研与学术活动的相关制度。支持科技社团依法依

章独立自主开展活动、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

加大向科技社团购买服务力度，提高其创新和服

务能力。 

(十)强化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保障作用。坚持把优化

学术环境作为高校和科研院所事业发展和管理创

新的重要内容，加大推进科技管理改革力度，建

立健全内部治理体系，构建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

和评价机制，发挥理事会、学术委员会在学术环

境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更加注重科研成果的质量

水平、创新性和社会价值，推动各类公共资金资

助的科研成果优先在我国中英文期刊上发表，推

进已发表科研成果在一定期限内存储到开放的公

共知识库，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遵循科技发展

规律与人才成长规律，促进学术与行政适度分

开，最大限度发挥好科技工作者在科技布局与规

划、学科建设、资源配置、人才培养与管理、科

技评价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十一)增强科技社团的自律功能。支持科技社团组

织开展学术活动，搭建自由表达学术观点、开展

学术交流的平台，营造维护保障学术自由的良好

环境。强化学会人才举荐和科技奖励功能，发挥

好同行评议的基础性作用。及时研究更新相关专

业领域的章程规范，加大对学术诚信、学术道德

和学术伦理的监督力度，引导科技工作者加强自

我约束、自我管理，维护科技工作者学术权益。

发挥科技社团第三方评估作用，组织动员科技工

作者为科技发展规划、项目指南、项目后评估、

(下转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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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政策解读  

科技部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6年度项目

申报指南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相关政策解读 

       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自

2014年底全面启动以来，科技部、财政部、发展改

革委会同相关部门积极部署改革任务，推动改革落

实，已取得阶段性进展，成效初显。其中，设立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是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的重中之重。

2016年2月16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批重点研发专

项的指南发布，这标志着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正式启动

实施。 

       科技计划那么复杂？来看我们为你详细解答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 

①为什么要进行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

管理改革？  

       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着力解决制约我国科技

计划引领带动创新发展的深层次重大问题，提高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解决原有计划体系日益突出的重复、

分散、封闭、低效等问题，遵循科技发展的客观规

律，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好地推动以

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②改革进展如何？   

       按照2014年国发64号文的要求，改革的全部主

体任务要在2014-2016年三年改革过渡期内完成。目

前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已经初步形成，它包

括“一个制度、三根支柱、一套系统”：一个制度是指

部际联席会议，已成为凝聚共识、协商决策的重要平

台。三根支柱包括：特邀咨评委，已开始发挥重要的

战略咨询作用；专业机构，首批7家机构已经启动改

建并准备承接项目管理职能；“全程嵌入式”监督和评

估体系正在形成。一套系统是指：计划管理信息系

统，已开始面向科技界提供服务。   

③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后，钱变少了吗？   

       科技计划的整合不是“为整合而整合”，而是聚焦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形成全链条、一体化设计，不会

因为科技计划的优化整合而减少财政科技投入，相反

会加大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稳定经费支持和基础研究

投入。 

④中央财政科技计划有哪些？   

       按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新要求，以及科技

创新呈现出的新态势新特征，已将原有的100多个科

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在科学评估基础上整合成五

大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基地和

人才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目前已正式启动，其它

各类计划也在分别展开。 

⑤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是怎么来的？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整合了原有的973计划、863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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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专项，

发改委、工信部管理的产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有

关部门管理的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等。 

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定位是什么？ 

该计划定位为针对事关国计民生的农业、能源资源、

生态环境、健康等领域中需要长期演进的重大社会公

益性研究，以及事关产业核心竞争力、整体自主创新

能力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重大科学

问题、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和产品、重大国际科技合

作，按照重点专项组织实施，加强跨部门、跨行业、

跨区域研发布局和协同创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主要领域提供持续性的支撑和引领。 

⑦新的项目形成机制和管理流程是什么样的？ 

主要环节为：征集科技需求，凝练形成任务方向，编

制各专项实施方案，战略咨询与综合评审委员会咨询

评议，部际联席会议审议布局并按程序报批，编制发

布年度项目指南，专业机构开展申报受理、评审立

项、检查验收等过程管理。监督评估工作贯穿全部流

程。 

⑧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规模如何？ 

综合考虑部门共识度、领域科技发展均衡性以及中央

财政能力，目前形成了59个重点专项的总体布局和

优先启动36个重点专项的相关建议，经国家科改领

导小组审议通过后，得到国务院批准。 

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在申报和评审方面有何创新？ 

一是“预申报书+正式申报书”的申报评审方式。在前

期试点重点专项工作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实行“预申

报书+正式申报书”申报方式，即先由项目申报者提

交3000字左右的预申报书，详细说明申报项目的目

标和指标，简要说明创新思路、技术路线和研究基

础；经过首轮专家评审后，遴选出3-4倍于拟立项数

量的申报项目，请项目申报者再提交详细的正式申报

书，进入答辩评审。这一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科

研人员的负担，避免了不必要的申报准备工作。 二

是一个指南方向不限定支持一个项目。科技创新具有

研发路径和技术路线多元化的特征。为降低创新风

险、优化科技发展布局，在同一指南方向下，如有不

同技术路线、均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申报项目，可以择

优同时支持，在项目执行中按期严格评估，及时调整

聚焦。 三是对于合理确定项目体量，对项目下设课

题数和参与单位数提出了明确要求。重点研发计划的

项目要求研究重点突出，考核指标明确，项目下设的

研究任务紧密联系，分工衔接，形成有机整体；不同

目标、不同品种、不相关的任务，不能强行组合成一

个项目。同时，为提高项目部署中各研发任务间协调

衔接的效率和效益，对项目下设课题数和参与单位数

提出明确要求，合理规划项目体量。 四是加快进行

首批7家专业机构的全面改建，做好申报受理准备。

将按委托协议和相关制度的要求切实做好项目管理，

围绕项目管理需要开展全面改建，提高服务意识，规

范管理流程，将从项目申报受理开始，提供专业化的

服务。 五是在主动公开信息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

措施。如在发布重点专项申报指南时，同步公布指南

编写专家组名单、形式审查条件要求、形式审查责任

人等，力求在项目管理源头就公开透明、责任明确。

同时，结合前期6个试点重点专项的申报组织工作经

科 

技 

评 

论 POLICIES & REVIEWS
 



Science & Technology office of Nanjing University            南京大学科学技术处 

52  

验，整理了项目申报常见问题答疑，将与指南一起

公布到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上，方便申

报者查阅、解惑，高效率准备申报材料，节约时间

精力。 六是在整个项目形成、申报、评审过程中，

已经并将继续严格执行专家回避制度。特邀咨评委

委员及参与重点专项咨询评议的专家，不能申请本

人参与咨询和论证过的重点专项项目；参与重点专

项实施方案和年度指南编制的专家，不能申请和评

审相关的重点专项项目；项目评审专家在遴选和具

体评审中，也严格执行相关回避条件和要求，将“运

动员”和“裁判员”彻底分开。 

⑩政府不再具体管理项目了，专业机构会不会权力

太大了？   

政府决定的是“做什么”，专业机构决定的是“怎么

做”。比如专业机构进行项目评审时，并非随意指定

专家，而必须从国家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符合要求的

专家。首批7家专业机构已经启动改建并准备承接

项目管理职能，这7家机构来自科技部、农业部、

工信部、卫计委等下属事业单位，将提高服务意

识，规范管理流程，从项目申报受理开始，提供专

业化的服务。 

资质认证等方面提供支撑。 

(十二)引导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要正确处理技

术创新与市场需求的关系，支持企业开展公益性、

探索性、创新性学术活动，激励大胆创造发明，鼓

励提出新观点、新方案和新途径，积极开展研究开

发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支持企业科技工作者参与

学术活动，提高学术水平和技术技能，依法保障其

在知识产权、技术转让等方面的权益。 

(十三)突出科技工作者的主体地位。加大对优秀科

技工作者和创新团队的宣传力度，在全社会营造尊

崇创新、鼓励探索、宽容失败、多元包容的良好学

术舆论。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坚持从自身做起，恪

守科学精神，树立底线思维，坚守学术操守和道德

理念，推进学术环境不断优化。支持科技工作者参

加学术争鸣，尊重同行发现的优先权，客观公正评

价他人的学术成果，尊重他人理性怀疑的权利，不

干扰和破坏他人的学术自由，自觉杜绝并坚决抵制

学术不端行为。引导科技工作者正确行使学术权

力，不打着学术旗号参与商业营利性活动。鼓励科

技工作者积极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为重大决

策提供专业支持，面向社会关切主动释疑解惑，引

导公众全面、正确地理解科学技术。引导科技工作

者进一步规范科研行为，遵守科学伦理准则，谨慎

评估科学技术风险，避免对科学技术的不当应用。 

       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

识，把优化学术环境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工作日程，

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协同合作，狠抓任务落实，以

更好的学术环境，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投身创新实

践，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上接第 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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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专项：率先示范科技计划改革实质性成果 

-科技部副部长侯建国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申报指南    

 ※科技日报 刘垠  

       2月16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批项目指南正式

发布。这意味着，作为国家科技计划改革重中之重的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正式实施，改革工作迈出具有决定

意义的一大步。 

       2014 年 底，中 央 财 政 科技 计 划（专 项、基 金

等）管理改革全面启动。按照《国务院关于中央财政

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简称

国发64号文件），新的国家科技计划被优化整合为

五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基地和

人才专项。 

       一年来，新的科技计划体系脉络尽显，科技体制

改革在稳打稳扎中步入深水区。为何率先启动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从项目形成的体制、机制上来说，新的

科技计划有何不同？未来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的重

点落在何处？就此，科技部副部长侯建国接受科技日

报记者专访答疑释惑。 

 

记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率先试点改革的背景是什

么？对于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改革意义何在？一年来，

科技计划管理改革进展怎样？ 

侯建国：国家计划管理改革的核心任务就是要按照全

面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提高科技计划的效

率，增强创新能力，建立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

台，构建新的科技计划体系框架和布局，着力解决制

约我国科技计划引领带动创新发展的深层次重大问

题。遵循科技发展的客观规律，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更好地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

新。 

       在构建新的科技计划体系框架和布局方面，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是五类计划中最早启动的一项改革，也

是整合力度最大的一个计划，以前的973计划、863

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以及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等

都在其中。从功能定位看，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要为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主要行业提供科技支撑，涉及面

广，社会各界十分关注。它的改革具有标杆作用，也

肩负着为其他四类计划的优化整合和管理改革“架桥

铺路”的重要使命，要通过改革后的新机制发挥出更

加高效的创新供给能力，充分验证改革措施的科学性

和可行性。 

       为此，改革启动一年来，各部门、各方专家通力

协作，付出大量心血和努力，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终于

正式启动实施，集中体现了改革进行至今各项工作取

得的实质性进展，也为改革的最终成功奠定坚实的基

础。 

 

记者：与以往的科技计划相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

革新性体现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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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建国：以往的科技计划是根据研发阶段的不同而归

类，比如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和应用技术研究；而

此次启动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各个重点专项，都是全

链条创新设计和一体化组织实施，统筹衔接基础研

究、共性关键技术、应用示范等各环节工作，加速基

础前沿最新成果的转化和对应用技术发展的带动，更

加主动有效地服务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

整。 

       不仅是需求征集、项目凝练方面的改变，项目论

证、布局决策等方面，也都体现了重点研发计划在组

织实施方面的革新性。在组织实施中，根据国发64

号文件和11号文件的精神，在深入调查研究，听取

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加大改革力度，提出了新的项目

形成机制和管理流程。 

       在专项论证过程中，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依靠

专家，多层次多角度充分论证。既保证各重点专项的

科学性和先进性，又从领域均衡和学科持续发展、专

项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实施方案的成熟度等角度进行

总体考虑，确保重点专项的整体布局设计与国家宏观

战略需求一致。在布局决策上，充分利用部际联席会

议决策机制，做到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同时，综合

考虑部门共识度、领域科技发展均衡性以及财力可

能，形成了59个重点专项的总体布局和优先启动36

个重点专项的相关建议，经国家科改领导小组审议通

过后，得到国务院批准。 

 

记者：请您介绍下2016年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的

形成机制？ 

侯建国：为广泛征集全社会关于科技创新的重大需

求，2015年初，科技部面向各部门、地方及相关行

业协会印发重点研发任务征集通知，并征集了2698

项研发任务建议。基于此，科技部、财政部、发改委

围绕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如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

路”、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互联网+等，会同各部

门凝练形成8个方面62个任务方向，既贯彻落实了国

家重大战略部署，又体现了行业科技需求和领域的均

衡发展。 

       之后，共有50多个部门、20多个行业协会及地

方、全国近900名高层次专家参与编制和讨论，形成

59个重点专项的实施方案。值得关注的是，特邀咨

评委会同240多位领域专家，分7组对重点研发计划

2016年重点专项进行咨询评议，这是国家科技计划

管理改革启动实施以来，特邀咨评委对国家科技计划

未来布局进行的首次全局性、大规模咨询评议，对部

际联席会议形成决策参考。 

 

记者：在指南编制和组织申报上，如何保障新科技计

划组织实施中的“公平、公开、公正”？ 

侯建国：我们主要是通过着重做好“制度、透明、自

律”三个方面的工作，来保障新科技计划组织实施中

的“公平、公开、公正”。 

       在制度建设方面，我们下了很大力气，首先是制

定和发布了一批管理制度，包括重点研发计划管理办

法、项目立项管理程序、专业机构管理规定等，明确

各个管理环节上的不同管理主体的分工与责任。其次

是通过具体制度来确保评审立项等环节的管理工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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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规范。比如专业机构在评审中要从统一专家库中按

照规定的资质和数量要求随机抽取，不能选择性的使

用专家，还要执行严格的专家回避制度，参与重点专

项实施方案和年度指南编制的专家，不能申请和评审

相关项目等，将“运动员”和“裁判员”彻底分开。第三

是所有的受理评审过程都要做到痕迹化管理，随时备

查。 

       在信息透明方面，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

施，加强信息主动公开的力度，如在发布重点专项申

报指南时，同步公布指南编写专家组名单、形式审查

条件要求、形式审查责任人等，参加项目评审的专家

也要公开公示，力求在项目管理源头就公开透明、责

任明确。同时，结合前期6个试点重点专项的申报组

织工作经验，整理了项目申报常见问题答疑，将与指

南一起公布到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上，方

便申报者查阅、解惑，高效率准备申报材料，节约时

间精力。 

       在建章立制、公开透明之外，我们也要求参与

重点研发计划工作人员和科学家恪守职业规范和科学

道德。通过提高专家和工作人员的行为自律，共同营

造风清气正的氛围。在进行项目申报时，申报单位和

申报负责人都要签订诚信承诺书，承诺杜绝五项有可

能影响公平评审的行为；项目评审专家也要签署诚信

承诺书，承诺恪守职业规范和科学道德，遵守评审规

则和工作纪律；科技部和专业机构的工作人员，更要

遵纪守法、公正廉洁。这类措施与前面所说的各项制

度相配合，发挥综合效应。 

 

记者：下一步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改革的重点将落在何

处？ 

侯建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正式启动实施，标志着

国家科技计划改革向前迈出一大步，但后面的改革任

务还十分艰巨、繁重。 

       接下来的科技计划管理改革工作中，我们将重

点做好五方面工作，一是要紧密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

科技发展前沿，突出问题导向，凝聚目标；二是要在

评审等管理环节中做到更加公开透明，把任务项目交

给最合适的团队和科学家；三是既要做好立项工作，

更要做好过程管理工作，提升创新绩效，更加注重科

研质量；四是要完善规章制度，更加注重管理细节；

五是要加强主动服务，更加关注和响应科技界的诉

求。 

       在2016年中，我们将围绕“十三五”科技规划的

制定落实，充分发挥新机制下科技资源统筹配置和各

行业、部门的优势，严格按照64号文件的精神和中

央改革办的要求，在3年过渡期内完成国家科技计划

管理的全部主体改革任务，将科技计划优化整合、专

业机构改建、监督评估体系和计划管理信息系统建设

等工作齐抓并进，加快形成计划管理新常态，通过国

家科技计划管理改革任务的不断落实，尽早建立完善

新型计划管理体系，提高国家科技计划的创新供给质

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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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支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

政策措施 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    

 ※中国政府网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确定支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政策措

施，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 

会议认为，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打通科技与

经济结合的通道，尽快形成新的生产力，对于推

进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

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确定，鼓励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

高等院校通过转让、许可或作价投资等方式，向

企业或其他组织转移科技成果，并享受以下政

策，以调动创新主体积极性｡ 

       一是自主决定转移其持有的科技成果，原则

上不需审批或备案。鼓励优先向中小微企业转移

成果。支持设立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 

       二是成果转移收入全部留归单位，主要用于

奖励科技人员和开展科研､成果转化等工作｡科技

成果转移和交易价格要按程序公示｡ 

       三是通过转让或许可取得的净收入及作价投

资获得的股份或出资比例，应提取不低于50%用

于奖励，对研发和成果转化作出主要贡献人员的

奖励份额不低于奖励总额的50%。科技人员在成

果转化中开展技术开发与服务等活动，可依法依

规获得奖励。在履行尽职义务前提下，免除事业

单位领导在科技成果定价中因成果转化后续价值

变化产生的决策责任｡ 

       四是科技人员可以按照规定在完成本职工作

的情况下到企业兼职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活动，或

在3年内保留人事关系离岗创业，开展成果转

化｡离岗创业期间，科技人员承担的国家科技计

划和基金项目原则上不得中止。鼓励企业采取股

权奖励､股票期权､项目收益分红等方式，激励科

技人员实施成果转化｡ 

       五是将科技成果转化情况纳入研发机构和高

校绩效考评，加快向全国推广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试点税收优惠政策，探索完善支持单位和个人

科技成果转化的财税措施｡更好发挥科技创新对

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支撑和促进作用｡ 

科 

技 

评 

论 POLICIES & REVIEWS
 



科技信息  |  2016年第1-2期  |  总第223-224期  

57  

《Nature》本月亮点 

 ※Natureasia.com  

由自噬维持的 “干性” 

Nature 529, 7584 发表日期： 2016年1月7日 

肌肉干细胞的再生性能随年龄增长而下降，因为它们会进入一个不可逆转的衰老状态。Pura Muñoz-Cánoves

及同事发现，在进入衰老状态之前，肌肉干细胞通过以一种依赖于自噬的方式返回一个可逆的休眠状态来保持它

们的修复性能。在年轻的卫星干细胞中防止自噬，会促进它们进入衰老，并会与线粒体功能失常和氧化应激的增

加发生关联。相反，在一个受伤模型中，促进老的卫星细胞中的自噬，会逆转衰老和恢复它们的再生性能。 

ARTICLE p.37 doi | 10.1038/nature16187  

氢在极端高压下的非分子相 

Nature 529, 7584 发表日期： 2016年1月7日 

本期封面所示为氢分子从其在中等压缩条件下的介电分子状态(透明分子)直至人们提出的它们由压力诱导的金属

化过程开始时(金属原子)的情形——并非真实情形，而是想象图。在极高压力下，人们预测氢分子会分解，形成

一个金属原子状态。这样一个状态尚未实现，但爱丁堡大学一个研究小组获得的新结果可能会让我们离这个目标

更进一步。他们现在将氢分子(和它们的氘化等价物)压缩至超过350万个大气压的压力下，看到了出现一个新相

的某些迹象——这个新相可能是人们长期寻找的非分子相的某种前身。封面: Philip Dalladay-Simpson 

LETTER p.63 doi | 10.1038/nature16164 

易于再生的高性能活性碳替代材料 

Nature 529, 7585 发表日期： 2016年1月14日 

本期封面所示为一种高表面积介孔β-环糊精。水体净化和修复经常是用各种形式的活性碳进行的，这种方式成本

低，但只能将很多有机污染物部分清除。然而，活性碳的再生利用能耗高，需要高温，而且再生之后性能也会下

降。现在William Dichtel、Damian Helbling及同事研发出一种用于水体修复的活性碳替代产品：一种基于交联

环糊精的多孔材料。这种材料不仅在吸附一系列药物、杀虫剂和其他污染物方面性能超过活性碳，而且还容易通

过在室温下冲洗来再生。封面：Michio Matsumoto & Scarlet Duba 

LETTER p.190 doi | 10.1038/nature16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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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程序首次战胜职业围棋手 

Nature 529, 7587 发表日期： 2016年1月28日 

本期封面所示为作为一个电脑芯片嵌入在一块集成电路板上的一张围棋盘。该围棋盘的布局来自2015

年10月5日在Fan Hui (黑子)与AlphaGo (白子)之间所进行的一场历史性围棋比赛的最终棋局。这场比

赛是在没有让子或让先的游戏中、在19 × 19的标准大小棋盘上一个电脑程序历史上第一次战胜了一位

职业棋手。下棋电脑 “深蓝”1997年在一场六局比赛中对战当时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的

胜利被看成是人工智能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这之后仍有一个甚至更大的挑战需要应对——古

老的围棋运动。尽管经过了几十年的优化，但直到不久前最强的电脑下围棋的水平也仍然只相当于人类

业余棋手。AlphaGo上阵了。由Google DeepMind开发的这个程序利用深度神经网络来模仿专业棋

手，并通过从和自己对阵的棋局中学习来进一步提高其性能。AlphaGo 对阵其他最强围棋程序的胜率

达到了99%，并在一场巡回赛中以5-0战胜了卫冕欧洲冠军Fan Hui。封面: Google DeepMind 

ARTICLE p.484 doi | 10.1038/nature16961 

怎样为后代着想？  

Nature 530, 7591 发表日期： 2016年2月25日 

本期Nature特刊研究今天的科学家在做决定时是否考虑明天的世界以及他们为什么应当考虑。技术专

家告诉我们，明天的世界将与今天的世界极大不同(见398页)。甚至生活在其中的人也可能会不同(402

页)。而且，同所有人一样，科学家也发现难以太多关注他们身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正如

Nicholas Stern所警告的那样，当前的气候经济学模型含蓄地假设未来的生命不是很重要——这是一

个大问题，因为今天不加控制的气候变化对未来生命的影响可能最大(407页)。社会科学突显了我们关

心他人、但却重视当前利益胜于重视未来利益的两种趋势之间的矛盾——行为经济学家Ernst Fehr 和 

Helga Fehr-Duda呼吁设计能够操控这些演进出的行为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和方案(413页)。最后，John 

Bongaarts提出，我们现在为后代可以做的最好的事情是，确保他们越少越好(409页)。 

鳗草的全基因组序列 

Nature 530, 7590 发表日期： 2016年2月18日 

本期封面所示为受损海草草场的边缘，显示了暴露的根茎和根，它们的作用是固碳、稳定底土和为地球

上生产力最高、生物多样性最大的生态系统之一提供基本支持。该照片是在芬兰西南 “群岛海”

(Archipelago Sea)的Kolaviken附近拍摄的。鳗草(Zostera marina)在整个北半球广泛分布，因此它在

生态上相当重要，但同其他海草一样，其沿海生境也属于世界上最为濒危的生态系统。Jeanine Olsen 

及同事报告了鳗草的全基因组序列。他们的分析有助于认识与 “回到大海”(back to the sea)逆向演化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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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相关的演化变化，后者发生在被子植物的这个分支，其中包括全部气孔基因的丢失和硫酸化的细胞壁多糖(它

们与巨藻的相似度大于与植物的相似度)的存在。封面摄影：Pekka Tuuri。 

LETTER p.331 doi | 10.1038/nature16548 NEWS & VIEWS p.290 doi: 10.1038/nature16869 

一个新的量子信息架构 

Nature 530 发表日期：2016年2月18日 

大部分量子通信、量子存储和量子转导协议都要求有一个与运动的单一机械量子(mechanical quanta)的光学接

口，即与单一光子和声子的光学接口。在这项研究中， Simon Gröblacher及同事演示了在从一个纳米机械谐振

器产生和读出的、非经典关联的单一光子和声子对之间的一个量子接口。这一原理证明实验显示了片基固态机械

谐振器作为光-物质量子接口的实用性。 

Letter doi: 10.1038/nature16536 News & Views doi: 10.1038/530284a 

利用T-细胞来抑制自身免疫 

Nature 530 发表日期：2016年2月25日 

Pere Santamaria 及同事显示，涂有与自身免疫疾病相关的、单特异性 “肽-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 (pMHC)的

纳米颗粒的全身用药，在小鼠模型和人化小鼠模型中能够通过抗原特异性Tr1-样调控性T-细胞的诱导抑制已经产

生的自身免疫疾病。这些结果支持以下观点：在一种给定的自身免疫疾病中所涉及的任何单一pMHC都可能被用

来抑制复杂的自身免疫反应。 

Article doi: 10.1038/nature16962 News & Views doi: 10.1038/nature17300 

叹气中心神经元被发现 

Nature 530 发表日期：2016年2月18日 

虽然叹气是呼吸和呼吸生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我们对控制这一行为的神经回路却知之甚少。在这项研究

中，Mark Krasnow及同事在髓质中识别出了一个小子类的、通过基因定义的神经元，它们投射到 呼吸节律发生

器“preBötzinger complex” (preBötC)上，来驱动叹息。这一联系的抑制能完全消除叹气，而正常呼吸却不受影

响。作者提出了一个机制，按照该机制，特定preBötC 神经元可能会对生理输入和可能的情绪输入进行整合，以

便在适当的时候将普通呼吸转变成叹气。 

Article doi: 10.1038/nature16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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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本月要闻摘录 

 ※科学中国  

       一项新的研究证明，在钙钛矿型太阳能电池

中添加铯可显著增加其热和光稳定性，并同时维

持高能效。金属卤化物钙钛矿光伏电池颇具吸引

力，因为当置于顶端第二层时，它们具有将市售

硅光伏电池效能增加20-30%的潜力。这一增效之

所以出现是因为钙钛矿电池能吸收更大波长范围

的光——其中包括较高能量的蓝光；然而，可达

到~1.75电子伏特（eV）合意光学带隙的钙钛矿

电池包括那些具有不佳光稳定性和热稳定性的材

料。David McMeekin和同事通过用某些铯离子

部分取代传统的甲脒阳离子而能改善这些电池的

稳定性。鉴于传统的钙钛矿电池会经历不稳定

相，添加铯在电池中制造了一个单一的晶体相，

从而使它变得稳定得多。在具有1.74 eV光学带隙

时，该铯电池自身就显示了17%的功效。当在硅

光伏电池上叠层时，该改变后的钙钛矿电池能将

硅电池能效增加7.3%。作者们说，理论上，这一

增效意味着在钙钛矿/硅叠层电池中实现能效大于

25%是可行的。同样地，由于钙钛矿"可调向"一

系列波长的光谱，更稳定的钙钛矿对发光应用具

有重要意义。 

Article #5: "A mixed-cation lead mixed-halide 

perovskite absorber for tandem solar cells," 

>>稳定的钙钛矿型太阳能电池可增加太阳能功效 

       距今已有数百万年之久的地球历史的地质记

录会显示出"人类"时代的证据吗？Colin Waters

和同事累积了一个庞大的数据汇总，这些数据表

明人类世是一个能在地层记录中被鉴识的地质现

象。在此之前，人类世作为一个与其之前的全新

世不同的阶段一直更像是用于展示人类对地球大

气层和物种有巨大影响的一种理念。但Waters和

同事现在在这篇《综述》中说，人类活动给地球

留下了一个无处不在而且持久的印记，它值得被

认作是一个新的地质时间单位。人类世的持久且

普遍存在的地质记录将包括充满了人类特有产物

（例如混凝土、元素铝和塑料等）的地质层。来

自大气污染的碳粒、明显源自化肥和杀虫剂的高

浓度的氮和磷以及来自核武器的放射性核素尘降

物也都体现为人类世的全球性标记。科学家们

说，沿海沉淀物的大规模重塑及普遍存在的物种

灭绝或也可被用来标志这一时代遥远的地质未

来。人类世开始的时间仍然还在审议中，但它可

能在1950 C.E.左右，当时正值核子时代开始及20

世纪中叶人口增长、工业化和矿产及能源使用加

快之时。作者们写道："这不仅代表了一个新时代

被先进人类社会所见证的第一个实例，它也将是

一个源自其本身所作所为后果的时代。 

"Article #3: "The Anthropocene is functional-

ly and stratigraphically distinct from the Hol-

ocene,"  

>>众多标记为"人类"时代的存在提供了证据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描述了迄今所观测

到的最明亮的超新星，它位于一个不同寻常的寄

主 星 系 内。这 一 发 现 将 对 了 解 高 光 度 超 新 星

（SLSNe）以及它们如何影响其寄主星系提供重

要的线索。SLSNe是在不到20年前首次被确认

的，而人们对这些格外明亮的爆发恒星所知甚

少。这颗打破记录的超新星是在去年6月通过超新

星体系 全天 空自动 测量 而 被发现的。据 Subo 

Dong等人的分析，这颗被他们称作ASASSN-

15lh的高光度超新星比目前在文献中发表的所有

其它超新星都要亮至少2倍。ASASSN-15lh所处

的位置同样耐人寻味：尽管大多数的SLSNe出现

>>新发现的超新星亮度超过其它所有的超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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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型但"活动频繁的"的正在形成恒星的星系

中，但ASASSN-15lh 却是在一个相当平静的大

型星系中爆发的。作者们指出，ASASSN-15lh的

行为与贫氢期SLSNe的温度和亮度相仿，但却要

更 为 极 端 得 多。作 者 们 推 测，在 没 有 氢 时，

ASASSN-15lh所发出的超凡光度的动力可能来自

数量惊人的镍的衰变（其质量大约为太阳的30

倍），或是来自一颗快速旋转的高磁性中子星。

对ASASSN-15lh的进一步探索可对SLSNe的神秘

性质有新的了解。 

Article #10: "ASASSN-15lh: A Highly Super-

Luminous Supernova,"  

由于其独特的褶皱晶体结构，黑磷具有优异的承

受高应变能力以及显著的各向异性机械性能。因

此，黑磷为进一步研究除石墨烯和过渡金属硫族

化合物之外的二维材料应变效应提供了一个理想

的试验平台。我们采用原位应变拉曼光谱法对薄

层黑磷在单轴应变下晶格振动频率对晶格取向的

依赖性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我们发现，垂直平面

振动的A_g^1模式对沿扶手椅型边界方向的拉伸

应变非常敏感；与此相反，平面内振动的B_2g和

A_g^2模式易受沿锯齿型边缘方向的拉伸应力影

响。当单轴应变的方向显著偏离两个边界方向

时，上述三种声子模式都随着应变强度的增加线

性红移。我们根据密度泛函理论得到的计算结果

清楚地显示单轴应变对黑磷结构性能的各向异性

作用，并且很好地解释了应变下声子频率对黑磷

晶体取向的显著依赖性。这项研究揭示了通过单

轴应变对黑磷沿平面内和平面外振动的不同声子

模式进行选择性调节的可能性，并且表明应变工

程在广泛调制 二维 材料的光学和机械性能方面具

有广阔的前景。 

>>黑磷声子频率在单轴应变下显著的各向异性响应 

研究人员合成了一种涉及有机多聚物编织的结构

与众不同的材料，这使得它具有特殊的弹力属

性。共价有机框架（COFs）是由连接在一起的有

机构建模块所创建的结构。它们之所以有吸引力

是因为它们的密度低但孔隙度高，这使得它们具

有许多诸如用来储存气体或用作光电器件等看好

的用途，但过去合成的COFs的刚度过大。编织物

特别有弹性，但在分子水平制造这类材料已被证

明颇具挑战性。由Yuzhong Liu等人研发的合成

方法能在材料科学中开创一个新的领域。首先，

作者们创建了一个以铜为基础的框架。他们接着

添加了能"连接"在一起的有机化合物，将1D单元

交织成2D和3D结构。组成该框架的每根线状体都

是螺旋状物，它们在"登记点"通过共价键相互连

接。这些"登记点"赋予线状体很大的弹性度，但

却不会令整个结构垮塌。在去除铜离子时，该结

果依然完整。这些线状体能相互滑动，令该材料

的弹性增加10倍。添加铜溶液可致使原有材料完

全复原。由Enrique Gutierrez-Puebla撰写的一

篇《视角》对这种新型编织材料及其潜在的应用

提供了更多的来龙去脉。 

>>成功合成线状多聚物 

一项新的研究发现了一个免疫信号蛋白亚组，它

们与自闭症的发生相关。在小鼠妊娠期间阻断这

些蛋白可消除后代中的自闭症表现，这提示了阻

止该疾病发展的一种可能的方式。越来越多的证

据表明，母体免疫系统--尤其是T细胞和免疫信号

蛋白白细胞介素17a（IL-17a）--在胎儿神经发育

关键时期中的改变可导致后代的自闭症。因此，

Gloria Choi等人在小鼠中更详尽地对IL-17a进行

了探索。在进入孕期的12天中遭遇轻微感染，母

体会出现免疫反应，这可导致胎儿皮层中IL-17a

表达的增加。该团队的分析揭示，这也会导致在

孕期18天时胎儿脑皮层中神经连接的紊乱，并使

其后代在出生后表现出与自闭症相关的行为。然

而，在接受一种能阻断IL-17a的化合物预处理的

>>抑制某些免疫信号蛋白可在小鼠中终止自闭症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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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人员通过增加2个基因的表达而成功替

代了小鼠的Y染色体，但这些雄性小鼠仍然保留

了繁衍后代的能力。这些进展除了是一项技术壮

举外，它也对Y染色体在繁殖和决定性别中的作

用提出了新的见解。雄性和雌性间的性染色体是

有差异的。女性有2个X染色体，而男性则有一个

X染色体和一个Y染色体。因此，该Y染色体已知

在生物学上决定了男性的特征。在这篇《报告》

中，Yasuhiro Yamauchi和同事的工作是建立在

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他们在以往的研究中发

现，Y染色体只需2个基因——Sry和Eif2s3y——

就能让雄性成功地繁衍后代。这使得他们对在其

它染色体上过度表达其等位基因是否能替代这些

Y染色体基因的功能进行了探索。尽管缺少1个Y

染色体的小鼠有着异常的睾丸且其精子不能增

殖，但诱导X染色体上的Sox9（它是一个SRY靶

基因）和一个Eif2s3y同源基因的表达可让其精子

能够增殖。该小组接着用人工授精方法对这种精

子进行了测试并发现，13个缺乏Y染色体的雄性

小鼠中有9个能够繁衍后代。作者们发现，在X染

色体上的Eif2s3y等位基因能以一个并非1对1的比

例（确实，X染色体上的该等位基因的表达水平

较低）来代偿Eif2s3y。Y染色体基因与其它染色

体上编码相同蛋白的那些基因间的可交换性展示

了哺乳动物基因组的可塑性。 

Article #18:"Two genes substitute for the 

mouse Y chromosome for spermatogenesis 

and reproduction,"  

>>替换雄性小鼠的Y染色体 

我们报告第一个水冷磁体（WM）中的原子分辨

率扫描隧道显微镜（STM）成像，其中极端恶劣

的振动与噪声一直是一个主要的挑战。这一自制

的WM-STM具有一个超坚固、紧凑的扫描头，其

中的粗逼近是由一个我们新设计的"金枪鱼压电马

达"而驱动的。振动隔离采用的是一个三级减震系

统。我们在水冷磁体产生的27 T极强磁场中获得

了室温条件下的石墨样品高清晰原子分辨率图像

（都是未加工的原始数据）。该水冷磁体的额定

功率为10兆瓦，口径为32毫米，能产生的最强磁

场为27.5 T（由核磁共振校准）。这一27 T的成

像纪录超过了传统超导磁体所能产生的最强磁

场。此外，我们的WM-STM也为在45 T的混合磁

体（口径也是32毫米）中进行STM成像铺平了道

路，这一磁体所产生的磁场是世界上最强的。 

>>水冷磁体中高至27T的原子分辨率扫描隧道显微镜成像   

单壁纳米碳管具有极佳的导电性、机械强度、透

明度与灵活性。因此，此材料适合于柔性电子、

透明电极、能量的储存与采集等方面的应用。然

而，为使此类性质得到充分利用，单壁纳米碳管

必须要分散在适当的表面活性溶剂中。 

本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制备方法，即用重氮染料

3,3′ -([1,1′ -biphenyl]-4,4′ -diyl)  bis(4-amino 

naphthalene-1-sulfonic  acid)（俗 稱 剛 果 紅 , 

CR）作为分散剂，用以制备基于单壁纳米碳管的

透明导电薄膜。在本研究中，硬质玻璃和柔性聚

乙烯对苯二甲酸酯（PET）作为基底，用以制备厚

度均匀的20纳米透明导电薄膜。采用紫外可见近

>>采用低温溶液法制备柔性透明纳米碳管薄膜及其在柔性超级电容方面的应用  

母体的后代则不会发生这种情况。转录因子视黄

酸受体相关孤儿核受体γ  t（RORγ t）已知是IL-

17a通路的一个关键的调控因子，这促使Choi等

人对缺乏这种蛋白的母体是否会产生有自闭症样

行为的后代进行了观察。然而，这些母体不会在

感染时产生IL-17a，其胎儿不会出现连接紊乱的

皮层，其后代出生后的行为表现也正常。这些结

果表明，RORγt 和 IL-17a 或能在易感母亲的孩

子中充当预防发生自闭症的良好的治疗标靶。 

Article  #21:  "The  maternal  interleukin-17a 

pathway in mice promotes autism-like phe-

notypes in off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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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合成了一种涉及有机多聚物编织的结构

与众不同的材料，这使得它具有特殊的弹力属

性。共价有机框架（COFs）是由连接在一起的有

机构建模块所创建的结构。它们之所以有吸引力

是因为它们的密度低但孔隙度高，这使得它们具

有许多诸如用来储存气体或用作光电器件等看好

的用途，但过去合成的COFs的刚度过大。编织物

特别有弹性，但在分子水平制造这类材料已被证

明颇具挑战性。由Yuzhong Liu等人研发的合成

方法能在材料科学中开创一个新的领域。首先，

作者们创建了一个以铜为基础的框架。他们接着

添加了能"连接"在一起的有机化合物，将1D单元

交织成2D和3D结构。组成该框架的每根线状体都

是螺旋状物，它们在"登记点"通过共价键相互连

接。这些"登记点"赋予线状体很大的弹性度，但

却不会令整个结构垮塌。在去除铜离子时，该结

果依然完整。这些线状体能相互滑动，令该材料

的弹性增加10倍。添加铜溶液可致使原有材料完

全复原。由Enrique Gutierrez-Puebla撰写的一

篇《视角》对这种新型编织材料及其潜在的应用

提供了更多的来龙去脉。 

>>成功合成线状多聚物 

红外光光谱仪、拉曼光谱仪、傅里叶转换红外线

光谱仪、穿透式电子显微镜、场发射扫描式电子

显微镜以及动态光散射装置，对制备的刚果红-单

壁纳米碳管分散液与刚果红-单壁纳米碳管透明导

电薄膜进行表征。 

经测试，刚果红-单壁纳米碳管透明导电薄膜的薄

膜电阻率为 ~34 ± 6.6 Ω/□，同时厚度为550纳

米的该薄膜，穿透率为81%，与铟锡氧化物薄膜

有相近的性质。相较于其他常用的表面活性剂，

例如：十二烷基硫酸钠（SDS）、胆酸钠（SC）

与Triton X-100，所制备的单壁纳米碳管分散

液，刚果红-单壁纳米碳管的分散液适合透过滴定

涂装法制备透明导电薄膜。另外，刚果红-单壁纳

米碳管透明导电薄膜的性质非常稳定，能够在经

过一千次半径为八毫米的连续弯曲循环的情况

下，仍然保持其低薄膜电阻率的性质。 

此外，本研究也成功利用电化学沉积法，将二氧

化锰沉积在刚果红-单壁纳米碳管-聚乙烯对苯二

甲酸酯薄膜上。制备的二氧化锰-刚果红-单壁纳

米碳管-聚乙烯对苯二甲酸酯薄膜，具有高比电容

量与可弯曲性，可作为柔性超级电容的电极材

料，并拥有极佳的应用前景。 

一项新的研究提示，I型糖尿病（T1D）或与胰岛

素相关肽有关联，这些肽错误地与胰脏和脾脏内

的其它肽结合。这些发现或能帮助解释为什么在

T1D患者中的免疫系统会攻击产生胰岛素细胞的

谜团。最近，一些证据已经开始探索肽（它们是

细胞用来进行各种过程的短链氨基酸）可能扮演

的角色。Thomas Delong等人先前发现了一种

抗原及一种相关的肽WE14——它能在罹患T1D

的小鼠体内触发一种针对产生胰岛素的β-细胞的

自体免疫反应。然而，只用 WE14无法解释在

T1D中所见的自身免疫反应。这使得该团队推测

是否有一种共价结合的组合肽（被称作混合胰岛

素肽，HIPs）触发了该反应。他们创建了两个肽

库并对它们进行交叉参照，他们发现了若干与

WE14关联的肇祸肽，它们在小鼠胰脏（即产生

胰岛素的器官）中被发现的频率显著增加。此

外，这些混合肽显然比个体肽更容易被T细胞识

别。研究人员接着对人类T细胞是否能识别这些

HIPs进行了探索。对两名T1D患者捐赠的样本分

析揭示，他们有若干的T细胞能特异性地以这些

HIPs为标靶。因此，作者们提出，HIPs可通过促

使免疫系统攻击产生胰岛素的β细胞而在T1D的发

病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 

Article #16: "Pathogenic CD4 T cells in type 1 

diabetes recognize epitopes formed by pep-

tide fusion,"  

>>异常的复合肽或促成了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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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新的研究发现，最近对过量地下水储存的增

加或能帮助抵消多达15%的海平面上升。尽管陆

地蓄水能力已知是一个会影响海平面上升的重要

因素，但人们还未充分理解陆地蓄水影响的程

度。地块有多种蓄水方式，而一些人类诱发的变

化正在影响这一过程，其中包括抽取地下水、灌

溉、水库蓄水、湿地排水及森林砍伐等造成的直

接影响。为了更多了解陆地储水能力如何在近些

年中的改变，John Reager和同事分析了2002-

2014年的检测重力变化（它们因而成为蓄水变化

的基础）的卫星数据。他们将这一卫星数据与估

计的冰川质量损失相结合来决定陆地水储存对海

平面变化可能会有什么影响。他们的分析表明，

在这个时间框架中，气候的多变性使陆地蓄水增

加了约3万2000亿吨。作者们说，这一增加的部

分抵消了来自冰盖、冰川和地下水泵取所致的水

丧失，减缓了海平面上升速度达每年 0.71 ± 0.20 

毫米。尽管陆地水储存增加中的一小部分可直接

归因于人类活动（主要是水库充盈），但作者们

指出，气候是主要的驱动因素。陆地水储存的最

大改变与区域性气候驱动的降雨变化相关。 

Article #14:"A decade of sea level rise slowed 

by climate-driven hydrology,"  

>>研究指出，陆地蓄水帮助抵消了部分海平面上升 

研究人员从最近的埃博拉疫情幸存者身上强劲地

收集到了各种抗体，其中一组抗体被发现其中和

小鼠体内病毒的能力特别强。这些抗体所针对的

是病毒包膜中某特定蛋白的茎部，它们或能导致

新的抗埃博拉疗法的问世。从2014年扎伊尔埃博

拉疫情的一名幸存者体内获取的血浆对感染3个月

后 的 病 毒 展 示 了 特 别 强 的 免 疫 反 应，因 此

Zachary Bornholdt等人更为详细地分析了这名

捐赠者的免疫系统。作者们从捐赠者的B细胞（它

们能"记住"病原体）分离出了349种可中和埃博拉

病毒的抗体。该团队接着更仔细地观察这些抗体

如何以包裹埃博拉病毒表面的糖蛋白作为标靶，

并根据它们所针对的糖蛋白部位对抗体进行归

类。他们发现，那些以糖蛋白茎部作为标靶的抗

体有着特别强的中和病毒作用。Bornholdt等人

接着创制了不同的抗体混合物，并在小鼠体内测

试了它们的功效，测试时间是在小鼠感染埃博拉

的2天之后。在所有的混合制剂中，那些含有针对

茎部的抗体组可提供最明显的感染后保护，这些

小鼠的存活率范围为60-100%。这些结果表明，

未来的针对埃博拉糖蛋白茎部的疗法或是一种有

效的中和病毒方法。 

Article #16:"Isolation of potent neutralizing 

antibodies from a survivor of the 2014 Ebola 

virus outbreak,"  

>>源自埃博拉幸存者的抗体揭示了一种潜在的新型疫苗标靶 

具有增强的等离子体光学活性的手性纳米组装体

由于其在光子学、传感和催化等领域的应用潜力

而引起了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然而组装体系的

稳定性差，这大大限制了其实际应用。为此，我

们发展了一种简单有效的方法，制备了具有超高

稳定性和强烈光学活性的手性核壳纳米结构。这

种新型手性纳米结构以手性半胱氨酸修饰的金纳

米棒肩并肩组装体为核，介孔二氧化硅为壳，保

留了金纳米棒肩并肩组装体的光学活性。有意思

的是，通过改变金纳米棒的长径比及其组装程度

可以有效调控手性核壳纳米结构的等离子体光学

活性。更重要的，得益于二氧化硅壳层的保护作

用，这种手性核壳纳米结构的稳定性得到了显著

地提高，其光学活性稳定性在不同化学环境下都

得到了延长。 

>>超稳定手性金纳米棒组装体-二氧化硅核壳纳米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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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发现引力波 

霍金：是科学史上重要一刻 

 ※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2月12日电 综合外媒报道，美国科研人员11日宣布，他们利用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

(LIGO)于去年9月首次探测到引力波，证实了爱因斯坦100年前所做的预测，同为黑洞专家的英

国天文物理学大师霍金表示，他相信这是科学史上重要的一刻。 

霍金(Stephen Hawking)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专访时表示：“引力波提供看待宇宙的崭新方

式，发现它们的能力，有可能使天文学起革命性的变化。这项发现是首度发现黑洞的二元系统，

是首度观察到黑洞融合。” 

“除了检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我们可以期待透过宇宙史看到黑洞。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宇宙

大爆炸时期初期宇宙的遗迹、看到其一些最大的能量”，霍金说。 

研究人员宣布，当两个黑洞于约13亿年前碰撞，两个巨大质量结合所传送出的扰动，于2015年9

月14日抵达地球，被地球上的精密仪器侦测到。 

资助这项研究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U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负责人柯多瓦(France 

Cordova)表示，“如同伽利略首度把他的望眼镜指向天空，这项对天空的新观测，将会加深我们

对宇宙的理解，引发超乎预料的发现。” 

这个现象由两个设在美国的地下探测装置观测到，此装置主要用来侦测引力波的微小震动，这项

观测计划的名称是Laser Interferometer Gravitational-wave Observatory，简称LIGO。 

科学家花费数个月时间验证数据并通过审查程序，才宣布这个讯息，标志着全球各地研究团队数

十年努力的最高潮。 

柯多瓦说：“LIGO迎来天体物理学全新领域的诞生。” 

爱因斯坦1916年左右在广义相对论中提出引力波理论，认为聚集成团的物质或能量的形状或速

度突然改变时，会改变附近的时空状态，效应就像涟漪以光速在宇宙传播。 

引力波以光速传递，无法加以阻挡或阻挠。由于引力波产生的时空扭曲非常微小，在此之前科学

家从未成功观测到。 

过去数十年来许多跨国科学团队都致力于找寻引力波存在证据，但引力波对于附近时空的冲击因

距离地球太远，弱不可见，加深观测的难度。以地球和4.3光年之外的半人马座α为例，被引力波

扭曲的太空可能只有一根头发般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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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最新研究显示青蒿素类药物也可治疗外伤 

 ※新华社   

新华社伦敦２月１２日电（记者张家伟）英国研究人员１２日报告说，青蒿素类药物青蒿琥酯能有

效缓解严重外伤引起的器官衰竭，这种廉价的抗疟疾药物有望用于挽救重伤患者的生命。 

严重外伤容易出现失血性休克，即大量失血致使心脏无法有效向身体各部位供血，最终导致多器官

衰竭。４０％的外伤死亡病例都与失血性休克有关。 

英国玛丽女王大学研究人员尝试利用青蒿琥酯治疗大量失血的实验鼠。结果显示，这种药物保护了

实验鼠的器官，并大大降低了器官衰竭的发生概率。研究人员认为，青蒿琥酯具有这种疗伤效果，

主要是因为它能降低身体对外伤和大量失血的过度炎症应答反应，并能激活细胞存活通道。 

此外，青蒿琥酯安全性高、成本低廉，并能溶于水，这让医护人员可以在直升机、救护车上为受严

重外伤患者注射青蒿琥酯，及时缓解伤情，从而挽救生命。 

参与研究的克里斯·蒂默曼说，目前还没有专门疗法针对外伤导致的器官衰竭，而青蒿琥酯是一个不

错的选择，他们计划在短期内展开临床试验。 

青蒿琥酯是用于治疗疟疾的一种青蒿素类药物。２０１５年，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因为从中药中分

离出青蒿素并应用于疟疾治疗，与另外两名科学家分享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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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可快速清除溶液中放射性铯 

 ※新华网  

新华社东京２月２７日电（记者蓝建中）日本近畿大学教授井原辰彦领导的研究小组日前宣布，

他们开发出一种能高速清除溶液中放射性铯的新技术。该技术能将铯离子吸收到尺寸较小的多孔

铝电极上。 

研究小组用东京铝业公司研制的含大量微细孔洞的铝板制作负电极，以碳材料为正电极，形成电

路回路。其中的负电极铝板长４厘米、宽１．５厘米，尺寸较小。将上述正负电极放入含放射性

铯的溶液并施加１００伏电压后，铯原子便会失去外层电子成为阳离子，进而被吸引至负电极并

钻入多孔的铝板中。 

研究小组用含有放射性铯的５０毫升溶液进行实验，其中的铯浓度相当于每千克溶液约１３０亿

贝克勒尔（放射性活度国际通用单位）。依据日本核安全标准，每千克水中的放射性铯活度超过

２００贝克勒尔时，即被认定不能饮用。实验结果显示，将上述电极放入溶液并工作约３分钟

后，溶液中已无法检测出放射性铯。电极吸附铯的速度与电压和电极的面积成正比，而且被吸附

到负电极中的放射性铯不会自行回流到外面。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如果将沸石制成相同面积的直接吸附材料，那么清除上述５０毫升溶液中相

同浓度的放射性铯则需数天时间。２０１１年３月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后，东京电力

公司曾用大量沸石作为吸附材料来清除污水中的放射性铯，而且需要经常更换沸石，并为此动用

大型设备。 

今后，近畿大学的这个科研小组准备研究上述“电极除铯”法是否适用于吸附其他可电离成阳离子

的放射性元素。 

据日本媒体报道，从事这项研究的专家正为这一技术申请专利，并准备与机械设备厂家合作生产

成套设备，用于处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放射性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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