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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赫尔辛基大学
大气与地球系统科学国
际合作联合实验室成立
撰稿人：大气科学学院
2015 年 4 月 23 日，南京大学-赫尔辛基大学大气与地球系
统科学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签约暨揭牌仪式在仙林校区举
行。赫尔辛基大学校长 Jukka Kola 为首的代表团一行，
芬兰驻华使馆科技与教育参赞、芬兰教育与文化部驻华代
表 Mika Tirronen 博士，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张异宾，中国
科学院院士符淙斌教授以及南京大学科技处、国际合作与
交流处、继续教育学院、大气科学学院等单位负责人和教
师代表出席仪式。仪式由南京大学副校长潘毅主持。
揭牌仪式上，大气与地球系统科学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中
芬双方牵头人符淙斌院士和赫尔辛基大学大气研究中心主
任、南京大学名誉教授 Markku Kulmala 分别介绍了联合
实验的筹建背景、已有合作成效、科学定位和未来规划。

Tirronen 参赞、符淙斌院士及 Markku Kulmala 教授共同
为联合实验室揭牌。
张异宾书记在讲话中对大气与地球系统科学国际合作联合
实验室的成立表示祝贺，并充分肯定了双方已有合作成
效。他表示，作为我校成立的首个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
学校将全力支持其建设并敦促相关部门和院系尽快完成教
育部的认证工作。
Jukka Kola 校长和 Tirronen 参赞分别代表赫尔辛基大学
和芬兰政府对联合实验室的成立表示祝贺，并表示赫尔辛
基大学、芬兰教育部和相关政府部门将会大力支持联合实
验室的建设，并以此为契机加强南京大学与赫尔辛基大学
以及中芬两国之间的科技与教育领域的合作。
仪式前，张异宾书记在仙林校区会见 Jukka Kola 校长带
领的赫尔辛基大学代表团和 Mika Tirronen 参赞。双方介
绍了两校基本情况和近年的发展，回顾了两校合作共建地
球系统区域过程综合观测实验基地 SORPES 的有关成效
以及大气与地球系统科学国际联合实验室的筹备情况。仪
式结束后，Jukka Kola 校长一行在潘毅副校长和符淙斌
院士的陪同下参观了位于仙林校区的地球系统区域过程综
合观测试验基地 SORPES。

潘毅副校长宣读了南京大学‚关于成立南京大学大气与地
球系统科学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的通知‛。
张异宾书记与 Jukka Kola 校长签署了南京大学-赫尔辛基
大学双方合作共建‚大气与地球系统科学国际合作联合实
验室‛以及两校共同开展‚空气质量教育合作‛的谅解备
忘 录 ， 并 由 张 异 宾 书 记 、 Jukka Kola 校 长 、 Mika

据悉，我校与赫尔辛基大学在相关领域的合作始于 2009
年气候与全球变化研究院成立之初，双方决定参照赫尔辛
基大学在芬兰南部森林的 SMEAR 旗舰站，在南京大学仙
林校区建设一个可以集成研究地表物理过程、大气与生态
系统相互作用、空气污染-天气气候相互作用以及水循环
的地球系统区域过程综合观测试验基地 SORPES。在 985
项目、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以及江苏省气候变化协同创新
中心的支持下，最近几年来，通过双边合作该观测基地已
经取得一系列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研究成果，支撑了国际
科学计划陆地生态系统-大气过程研究计划（iLEAPS）和
泛欧亚大陆试验（PEEX），也为国家和地方的空气污染
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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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 奖 得 主 Tim Hunt
受聘南京大学“生命化
学协同创新中心”顾问
撰稿人：新闻中心 徐颖
2015 年 4 月 27 日下午，南京大学‚生命化学协同创新中
心‛学术研讨会举行。2001 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 Tim
Hunt，南京大学副校长潘毅、校长助理谭仁祥，以及南
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国际处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师生代
表与会。研讨会开幕式由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执行院长
黎书华主持。
开幕式前，潘毅副校长会见了 Tim Hunt 教授。他向 Tim
Hunt 教授介绍了南京大学发展历史及研究现状，并与其
就 Nature Index 排名、科学研究等问题进行交流。Tim
Hunt 教授对南京大学取得的科研成绩表示赞赏。他特别
指出，在过去的 10 年里，中国科研飞速发展，在科研仪
器方面有很大进步。但从本质上来说，科学研究依赖的主
要因素是人，而不是仪器，要重视科学研究中人的因素。
开幕式上，潘毅副校长介绍了诺奖得主 Tim Hunt 教授的
经历，并向其颁发南京大学‚生命化学协同创新中心‛顾
问证书。
随后，Tim Hunt 教授以《Creative Science》为题作学术
讲座。今年 72 岁的 Tim Hunt 先生向在座的年轻人娓娓
道来，分享自己在科学研究中的心得体会。他表示，科学
就是通过简单的学习来最终探索自然奥秘，而实验是发现
科学规律的唯一途径；好的想法比什么都重要；向自然学

习，而非向书本学习；科学是不可预测的，重大发现大多
在预料之外；科学家最重要的不是高明的技巧，而是选择
有趣的问题；创新不是组织出来的，发现不是计划出来
的；科学创新在于认识世界的眼光，而非知识的堆积；科
学真理都是简单而美丽的。他还鼓励年轻人在做科学时需
要有好奇心，做一些能让自己真正感到自豪的事情，这样
任何的成功都是非常精彩的。在回答关于‚对未来可能获
得诺贝尔奖领域的预测以及中国还有多久能够获得诺贝尔
奖‛的问题时，Hunt 教授回答到，由于科学研究的不可
预测，因此他也没有办法预测。但是，很明显随着中国科
技水平的发展，中国科研工作者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成
绩，相信中国本土的诺贝尔奖很快就会来到。他同时再次
强调‚获得诺贝尔奖的最好方法——找一个今天别人认为
不可能的问题去研究。
讲座结束后，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汤文军研究员和南京
大 学 谭 仁 祥 教 授 分 别 作 了 题 为 《 Methodology toward
Efficient Synthesis of Chiral Natural Products and
Drugs》和《Bioactive Molecules from Symbionts》的学
术报告。
会议结束后，Tim Hunt 教授一行参观了鼓楼校区校园。

蒂姆·亨特博士简介：蒂姆·亨特博士生于 1943 年，在牛津长大，1961 年前往剑桥学习自然科学。1968 年，他凭
借《血红蛋白的合成》一文获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亨特博士在剑桥度过了近 30 年时间，他最初致力于蛋白质合成
的控制，期间数次前往美国开展研究。1968 年至 1970 年间，亨特博士担任爱因斯坦医学院博士后研究员；1977 年至
1985 年间每个夏天，他都在位于伍兹霍尔的海洋生物实验室开展研究。1982 年，亨特博士发现了细胞周期蛋白，并
藉此与利兰·哈特韦尔以及保罗·纳斯共同荣获 2001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表彰他们发现细胞周期的关键调
节因子‛。亨特博士撰写了两本书，包括与慕安得烈合著的《细胞周期简介》以及与约翰·威尔逊合著的《细胞的分
子生物学习题集》。亨特博士是多个科学咨询委员会成员，同时也是世界各地实验室的咨询委员会成员。他曾担任生
命科学小组主席，负责评选欧洲地区杰出的青年研究人员。此外，他还曾担任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委员会主席，目
前，他是欧洲科学研究委员会成员。亨特博士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医学科学院成员，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
士，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成员，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外籍成员以及欧洲科学院成员。他于 2006 年 6 月被授予爵士称
号，妻子玛丽·柯林斯是伦敦大学学院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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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主刊及其单行本刊登我校及科研成果介绍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陇晓清
近 期 ， 在最 新 的 第 520 期 《 自 然 》
（Nature）主刊及其单行本《自然-展
望》（Nature Outlook）上刊登了我
校整体情况简介及四大科研领域科研
成果介绍。
该篇介绍题为‚追求卓越的百年中国
高校‛（A CENTURY-OLD CHINESE UNIVERSITY ASPIRING
FOR EXCELLENCE），从人才、研究、国际合作以及科研亮
点四个方面对我校做了全面简述。科研亮点则选择了我校
在物理、化学、地球科学及信息科学四大领域的代表性成
果。全文链接请见以下网址：
http://www.nature.com/nature/outlook/assessingscience-china/pdf/S2_Nanjing.pdf
此外，在该期《自然》杂志（Nature）有关中国科研评估
环境的《自然-展望》（Nature Outlook）专刊中，重点
讨论了中国的科研评估主题，指出‚中国作为世界上科研
论文产出量第二的大国，正在改革自己的科研评估方法与
体系，以实现从重‘量’到重‘质’的转变，并更注重科
研对创新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贡献‛。专刊中三位学者分享
了自己对中国科研评估的看法：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库尔
特·维特里希博士（Kurt Wüthrich）强调有必要更恰当
地评价年轻学者的学术潜力；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

研 究 、 创 新 与 技 能 处 主 任 戴 维 · 斯 威 尼 博 士 （ David
Sweeney）比较了中英两国的科研评估体系；英国皇家学
会副会长安东尼·奇塔姆博士（Anthony Cheetham）概述
了中国如何通过招募和资助科学家来推动科研产量的直线
上升。
专刊还提出了‚中国可以受益于重新考量评价和资助青年
科研人员的方法‛这一观点。该观点性文章的作者中国青
年学者王传超强调说，中国有必要与其它国家一样，为新
毕业的博士生提供资金和机会，以免青年科研人员外流、
长期留在国外或完全脱离科研界。
以上内容链接详见以下网址：
http://www.nature.com/nature/outlook/assessingscience-china/index.html
全文详见本期最后附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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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召开“2015 年度国家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
目实施启动会”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施萱
2015 年，我校共获得 3 个 973 计划（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和 3 个 973 青年科学家专题项目。为更好地推进项目实
施，学校于 4 月 17 日召开了‚2015 年度国家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实施启动会‛。会议邀请了邢定钰、祝世宁、陈洪
渊等院士，以及相关领域和项目的责任专家。李成校长助理及科技处和相关学院负责人出席会议。
科技处徐夕生处长首先介绍了参会人员及相关项目的整体情况，李成校长助理随后代表学校致欢迎辞。他指出，国家重
大科研项目的实施，不仅能够取得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还可以为学校培养一批高水平的科研队伍，对国家科技进步和学
校事业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南京大学历来十分重视 973 计划的组织实施，管理部门采取了多种措施鼓励科学家申
报，并对项目实施给予了长期的支持；此次我校首次获得 3 个 973 计划青年科学家专题项目，是历史性的突破。希望获
立项的项目在各位专家的支持下能够取得重要进展。
会上，6 个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分别做了汇报，就各项目的目标确立、问题凝练、队伍组织、实施计划等做了详细的阐
述。与会专家对各汇报项目进行了讨论与交流、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与意见。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我校 2015 年获得 973 计划和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清单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首席

院系

专项经费
（万元）

类型

2015CB654900

新型多铁材料显微组
织和性能的原子尺度
观测与表征

潘晓晴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700

973 项目

2015CB856300

靶向线粒体代谢的分
子探测与过程调控

郭子建

化学化工学院

1600

重大科学研
究计划项目

2015CB921200

磁电功能氧化物界面
的量子调控和原型器
件研究

吴迪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1500

重大科学研
究计划项目

2015CB659300

二维原子晶体材料热
传导的机理及调控

朱嘉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550

973 青年

2015CB659400

硅基微结构材料的中
红外非线性光学效应
及中红外探测的研究

刘晓平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500

973 青年

2015CB921600

多重非常规外场耦合
下二维材料的物性调
控与器件研究

缪峰

物理学院

500

重大科学研
究计划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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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光学和近红外太阳爆发监测望远镜通过鉴定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经过多年努力，由南京大学、中科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和中科
院云南天文台研制的《光学和红外太阳爆发监测望远镜》(ONSET)已成
功建成并投入观测。近日，由教育部批准，在昆明组织召开了项目鉴
定会。鉴定委员会在听取了 ONSET 科学目标和技术研制报告、检测报
告、查新报告、用户报告并质询和讨论后一致认为：ONSET 全面达到了
设计要求，部分指标超过设计要求，已成功获得国际一流的三波段太
阳图像资料。这是一台总体性能国际先进，部分性能处于国际领先水
平、具有突出特色的地基太阳望远镜，对发展我国太阳物理观测研究
和空间天气监测具有重大意义。
ONSET 望远镜安装在我国云南抚仙湖畔的澄江太阳山观测基地。该望远
镜特色鲜明，可实现三个通道共四个波段高时间和高空间分辨率的太
阳观测；可同时获得三个通道的全日面和局部高质量的图像，分辨率
优于 1 角秒，质量达到国际单个太阳监测望远镜的最好水平，根据不同的观测模式需要还可获得 10830 和 6562.81 的线
心和偏带等数据；成功研制了国内首台 10830 滤光器，在国内首次实现了 10830 全日面像和局部像的观测，开创了我国
近红外波段的太阳成像观测，其中 3600 太阳图像在国际上是独一无二的；视场可全日面和局部切换，视场切换后全日面
像和局部像共用同一个 CCD。
ONSET 望远镜的成功研制对我国太阳物理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为未来地基及空间太阳望远镜研制提供了经验借
鉴。

Roberta L. Rudnick 教授访问我校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撰稿人：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5 年 4 月 20 日至 26 日，美国科学院院士、马里
兰大学地质系主任 Roberta L. Rudnick 教授应邀来
我校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访问。Roberta L. Rudnick
教授是地球科学领域国际知名学者，著名地球化学
家，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现任美
国马里兰大学地质系主任。她长期致力于研究大陆的
形成和演化，研究方法涵盖了岩石学、元素地球化
学、同位素地球化学和地球物理等。
4 月 22 日下午，Rudnick 教授主要针对地球科学与工
程 学 院 本 科 生 做 了 一 场 题 为 ‚ Earth's Unique
Continents‛的科普讲座，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大陆的
组成、起源和演化过程。讲座吸引了地球科学与工程
学院和兄弟院系（地海、环境、大气）两百多位师
生。讲座在我校仙林校区朱共山楼一楼报告厅举行，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陈立辉教授主持讲座，并简要介
绍了 Rudnick 教授的经历和主要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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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4 日 上 午 ， Rudnick 教 授 做 了 题 为 ‚ Glacial Diamictites and the Evolving Composition of the Upper
Continental Crust‛的学术报告。报告中，Rudnick 教授回顾了太古代至今大陆上地壳成分的演化过程，并重点介绍了
她的科研团队近年来利用冰蹟岩来约束大陆上地壳成分及其演化过程的进展。
访问期间，Rudnick 教授还与相关学科的青年学者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并与相关学科带头人探讨了深化合作的可能
性。

许志琴院士捐赠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的岩心样品
并做学术报告
撰稿人：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勤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许志琴院士于
2015 年 4 月 27-30 日访问我校地球科学与
工程学院并进行学术交流。许志琴院士是
国际知名的构造地质学家，将微观构造和
宏观构造研究相结合，长期在青藏高原及
及其周緣造山带进行野外地质调查和科学
研究。她 1995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曾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何梁何利‚科学
与技术进步奖‛、 全国野外科技工作突出
贡献奖，现为大陆构造与动力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主任。
大 陆深 俯冲 是对 板块 构造 理论 的重 要 补
充。从 1989 年开始，许志琴院士联合国内
外科学家，在国家计委、科技部、国土资
源部和国家基金委的支持下，使中国大陆
科 学 钻 探 工 程 （ Chinese Continental
Scientific Drilling Project ） 成 为 国 家 ‚ 九 五 ‛ 重 大 科 学 工 程 ， 并 成 为 中 国 首 个 获 国 际 大 陆 科 学 钻 探 计 划
（International Continental Drilling Program）资助的钻探项目。该项工程以苏鲁造山带超高压变质岩为研究对
象，于 2001 年在江苏省东海县开钻，2005 年胜利竣工，主孔深度达到 5158 米，促进了我国地球科学基础研究的发展和
深钻水平的提高，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2008 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许志琴院士此次代表大陆构造与动力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向我院捐赠了来自 3142.32 米的超高压片麻岩和 4601.35 米的榴辉岩岩心样品，为我们提供了近距离了
解大陆俯冲和折返的宝贵机会。
此外，许院士 29 日为地科院师生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中国大陆显生宙俯冲型、碰撞型和复合型片麻岩穹窿‛。她总结
了国外片麻岩穹窿的研究进展及构造背景，并综合变形、变质、岩浆作用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大陆典型构造区的片麻岩
穹窿进行了详细分析。她特别强调片麻 岩穹窿在造山带演化中的普遍性，希望大家通过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把中国大
陆片麻岩穹窿的成果推向国际舞台。许院士还为本届地学文化节做了科普报告‚生命地球‛，她将地球看作有生命的个
体，岩石的变形就象一首歌，记录了地球的演化历史。许院士深入浅出的讲解和精美的图片深深吸引了同学们，赢得了
阵阵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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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授予 Richard Palmer 兼职教授
撰稿人：物理学院
2015 年 4 月 28 日上午，我校授予英国伯明翰大学 Richard
Palmer 兼职教授仪式在唐仲英楼举行。我校副校长谈哲敏教
授，物理学院王广厚院士等出席了受聘仪式。仪式后，Richard
Palmer 教授作了题为‚纳米科技 25 年：‘操控原子’的工作进
展 ‛ (25 years of nanotechnology: a status report on
‘arranging the atoms’)精彩的学术报告。
受聘仪式由物理学院院长李建新教授主持，谈哲敏副校长向
Palmer 教授颁发聘书并佩戴南京大学校徽，王伯根副院长向出
席仪式的师生介绍了 Palmer 教授的学术经历和成就。Palmer
教授在仪式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我知道，南京
大学是中国一流高校，南京大学物理学科是中国最好之一，能
够成为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师团队的一员，我感到十分荣幸 (It is a great honor for me to become a faculty
member of Nanjing University)‛。他还满怀信心地表示，南京大学团簇研究领域有领军人物(pioneer)王广厚院士，
还有一批像韩民教授、宋凤麒教授、万建国教授等奋发有为的青年科学家，是中国的‚原子团簇研究中心‛，我希望它
不久成为亚洲的‚原子团簇和纳米研究中心‛，并将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
Richard Palmer 是国际原子团簇和纳米科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他于 1961 年出生于英国；1986 年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
位；1994 年至今担任伯明翰大学物理学教授。1996 年获英国皇家物理学会 Charles Vernon Boys 奖章并当选为英国皇家
物理学会会士；2012 年当选为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2013 年获得大不列颠真空理事会 John Yarwood Memorial 奖章；
2013 年当选为英国工程和自然科学研究委员会高级会士。
Palmer 教授迄今为止发表了 300 多篇学术论文，其中 30 余篇发表在 Review of Modern Physics、Nature、Nature 子
刊、PRL 和 JACS 上。他还申请了 20 项发明专利，并参与组织近百个学术会议并做 200 个以上邀请报告。此外，他还担
任过 ACS Nano、Small、Nano Research 等杂志的编委会成员，现任英国皇家物理学会 Advances in Physics: X 主编。
Palmer 教授先后在皇家物理学会及欧洲研究理事会等 20 多个委员会担任主席和委员。

我校科技处组织召开“雾霾主题”报告会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褚怡春
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了联合重大研究计划‚中国大气复合污染的成因、健康影响与应对机制‛
2015 年度项目指南。此次项目针对‚雾霾‛的关键科学问题涉及到多学科交叉与集成，为了动员和鼓励我校
老师积极申报，科技处基金与重大专项科于 2015 年 5 月 11 日下午在扬州楼 6 楼会议室组织召开了以‚雾
霾‛为主题的报告会，化学化工学院、医学院、生命科学院、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大
气科学学院、环境学院的老师们参加了会议。
报告会上，大气科学院丁爱军教授首先介绍了本次‚中国大气复合污染的成因、 健康影响与应对机制‛ 联合
重大研究计划的背景情况，针对性的指出了我校在此次项目申报中应注意的事项。随后，环境学院赵瑜教授根
据自己专业积累，并结合实际，以精确的数字、典型的案例，讲授了雾霾的形成原因、对环境的影响、对健康
的危害等问题。会后，参会老师们就‚雾霾‛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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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世界知识产权日系列活动成功举办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虞斌
为了迎接 2015 年世界知识产权日，我校科技处积极联合法学院在鼓楼和仙林两校区分别举办了知识产权周系列活动。活
动得到了两地师生的充分响应，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2015 年 4 月 24 日，为了响应江苏省知识产权局‚建设知识产权强国，支撑创新驱动发展‛的活动主题，我校科技处联
合法学院共同邀请到美国明康律师事务所（Miller Canfield）中国知识产权主管、专利律师李克宁博士来我校作了题为
‚进化论、普通法、市场经济、个体命运和创新机制及其运用‛的学术讲座。
讲座围绕创新这个主题展开。李博士将进化论、普通法和市场经济三个看似无关的体系进行有效融合，并挖掘其共同点
层层深入。他说，生命、社会和经济体系的存在和发展必须依赖来自底层的变化，因而体系必须允许变异或创新，并在
奖励成功的同时保护失败。他指出中国经济向创新型经济转型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基础研究成果向社会生产力的转换。如
何越过这个‚死亡之谷‛？李博士介绍了美国的天使投资、众筹、风险投资和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融资、退出机制，
以及‚微小企业创新研究‛（SBIR）的运作机制，并对中国如何借鉴这些成功经验，如何结合国情进行制度创新，创新
主体如何有效运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发表了系列看法和意见。
在提问环节，主持人——法学院徐棣枫教授和李克宁博士耐心解答了在座听众的一系列问题，学生在对话和交流中更加
深入理解了报告中的学术观点和知识。
4 月 26 日，针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活动主题——‚因乐而动，为乐维权‛，南大科技处又联合法学院长风社在仙林校
区南青报告厅成功举办了题为‚因乐而动——数字音乐产权之维护‛的论坛。活动特邀嘉宾有：南京大学法学院徐棣枫
教授；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德恒（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吕炳斌教授；江苏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邱奎霖律师以
及苏宁云商知识产权负责人（原中兴通讯股份公司知识产权部专家组成员）赵刚先生。
徐棣枫教授向同学们生动形象地分析了音乐版权制度
在权利内容扩展方面变化的内在动力，提出‚随着技
术的发展，不断挑战着传统的法律制度，也正是因为
技术的促进，才使得我们能够更便捷的获取那些知
识。可是，在这中间，我们需要平衡偌大的利益，不
能够只考虑我们自己，而不去考虑你在享受别人提供
的音乐的同时，也应当尊重他人的权利。‛同时，其
他三位嘉宾也分别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邱奎霖律师认
为技术发展与商业模式促进了包括版权或者版权在内
的法律制度的变迁。四位嘉宾的发言使得同学们对音
乐版权制度有了大体上的了解。随后，主持人亦就
‚维权的困境‛、‚正在或准备采取的措施‛、‚录
音制品法定许可和集体管理立法存在较大争议‛等问
题提出了疑问，四位嘉宾耐心而又深入浅出地表达了
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使同学们深受启发。最后，同学
和嘉宾一起看了关于歌曲著作权的典型案例:麒麟童公
司诉友播公司侵犯其歌曲——《雪域光芒》案件。同
学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嘉宾们一一为同学们进行了解答，随后大家聚焦该案件中的法律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知识产权周活动圆满结束，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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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物理学院缪峰教授、王伯根教授诼题组在
《自然-通讯》上发表新型二维材料电子器件研
究进展
撰稿人：物理学院
我校物理学院、固体微结构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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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电子输运特性及逻辑器件研究领域取得重要进展，相
关论文于 2015 年 5 月 7 日发表在《自然-通讯》杂志
上 (Nature Communications 6, 6991 (2015), DOI:
10.1038/ncomms7991)。该工作由南京大学、斯坦福
大学和台湾科技大学合作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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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刘尔富与符亚军，通讯作者是我校缪峰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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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发现的二维过渡金属硫族
化物（例如二硫化钼 MoS2 ）是具有合适带隙的半导
体材料。利用二维过渡金属硫族化物制备出的电子与
光电器件表现出优异的性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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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a）ReS2 低对称性的晶体结构；（b）由 ReS2 低晶格对称
性导致的机械性能各向异性；（c）基于 ReS2 各向异性制备
的逻辑反向器；（d）ReS2 逻辑反向器的工作性能，将输入的
低（高）电平转化为高（低）电平。

作为新型二维过渡金属硫族化物，二硫化铼（ReS2）
具有低晶格对称性（图 a）和弱层间耦合的特性。这
些特性使 ReS2 表现出与其他二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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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2 中保持直接带隙。基
.
于这些特殊的物理性质，ReS2 有希望被用来实现一些与其他二维材料不同的器件及应用。
为了深入探索 ReS2 的物理特性及其应用，这项工作利用机械解理法得到了单层及多层 ReS2 样品，并对其进行了表征。利
用微纳加工方法制备了基于单层及多层 ReS2 的高性能场效应管，在开关比及亚阈值摆幅等参数上与 MoS2 场效应管中得到
的最好数值相媲美。同时，首次研究了 ReS2 由于低晶格对称性导致的机械性能及电子输运性质的各向异性特性（图
b），并得到了所有二维材料中最高的各向异性比值。最后，利用各向异性特性，将晶格方向作为新的器件设计参数，成
功制备出了基于 ReS2 的逻辑反向器（图 c），并得到了较高的放大增益（图 d），实现了 ReS2 在电子器件方向的初步应
用。
这项工作的主要意义在于：（1）率先研究了新型二维材料 ReS2 的场效应管性能；（2）首次系统研究了 ReS2 的各向异性
特性，为二维材料的应用提供了新的可能；（3）基于各向异性，提出了一种更高效、便捷的逻辑反向器制备方法，为二
维材料在集成电子电路上的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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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协同创新计划等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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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光促进的氮自由基在碳氢键官能团化中的应用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3

碳氢键的直接官能团化，特别是 C(sp )-H 直接官能团
化，是有机化学领域最为活跃和具有挑战性的课题之一。
历史上对于这一问题的经典解决方案之一是利用氮自由基
实现的，现在被称为 Hofmann-Lo ffler- Freytag (HLF)
反应。虽然 HLF 反应发现已经超过一百年，但相比较蓬勃
发展的碳自由基化学，氮自由基化学的发展非常缓慢。主
要原因是由于缺少产生氮自由基清洁高效的方法和氮自由
基高度活泼不易控制等。比如经典的 HLF 反应通常需要在
强酸性介质中紫外光解（或者加热）氮的氯化物产生氮自
由基，这一苛刻的条件严重制约了其在有机合成的应用。
我校化学化工学院的俞寿云教授课题组最近利用可见光促
进的氧化还原反应从便宜易得的羟胺（或者肟）的衍生物
出发在室温下获得氮自由基。在此温和的条件下，氮自由
基变得可控，可以实现一系列有用的化学转化，特别是碳
氢键直接官能团化。比如，他们利用氮氧双磺酰基的羟胺
衍 生 作 为 酰 胺 自 由 基 前 体 ， 利 用 铱 的 配 合 物 （ facIr(ppy)3）作为光催化剂，在可见光的照射下，实现了富
电子芳香杂环（包括吲哚，呋喃和吡咯等）的直接酰胺化
（Org. Lett. 2014, 16, 3504。如图 1a）。在这一成果
的启发下，他们进一步利用氧酰基肟的衍生物作为亚胺自
由基的前体，在类似的反应条件下，实现了分子内芳环的
直接亚胺化。该反应提供了一种 6 员含氮芳环（包括菲
啶，喹啉和吡啶等）统一的合成方法（Angew. Chem. Int.
Ed. 2015, 54, 4055。如图 1b，该部分工作是和化学化
工学院张艳教授课题组合作完成）。虽然该反应取得了一
定的成功，但氧酰基肟的衍生物需要从醛或者酮通过两步
反应（肟化和酰化）预先制备，步骤不经济。为了进一步

提高合成效率，他们又开发了氧-对氰基苯酰羟胺这一新
型试剂，从商品化的芳基或者烯基醛出发，一步合成 6 员
含 氮 芳 环 （ 包 括 菲 啶 ， 喹 啉 和 吡 啶 等 ） （ Org. Lett.
2015, DOI: 10.1021/acs.orglett.5b01096 。 如 图
1c）。
2

可见光促进的氮自由基化学在碳（sp ）-氢直接官能团化
取得的成功鼓励俞寿云课题组进一步研究更具挑战性的远
3
程碳(sp )-氢直接官能团化。经典的 HFL 反应虽然可以实
现分子内的胺化，但反应需要强酸性介质和紫外光的照射
等苛刻的条件。他们使用可见光促进的光氧化还原反应，
利用磺酰胺氮氯化物（NCS）作为氮自由基的前体，成功
3
地在近中性的条件下实现了远程碳(sp )-氢的酰胺化和氯
化反应（Org. Lett. 2015, 17, 1894。如图 2a）。该方
案避免了经典 HLF 反应的强酸性和紫外光照射等不利条
件。温和的反应条件使复杂化合物的后期修饰也成为可
能 。 比 如 他 们 实 现 了 具 有 重 要 生 理 作 用 的 (-)-cismyrtanylamine 衍生物的酰胺化和 Dehydroabietylamine
衍生物的氯化（如图 2b）。
以上工作得到南京大学登峰人才支持计划（B 层次），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科技部 863 项目的资助。

图2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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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冠状物介导的核酸药物靶向肝星状细胞递送治疗
肝纤维化
撰稿人：生命科学学院 张峻峰 董磊
纳米药物递送技术一直被寄予厚望。人们希望利用
纳米药物载体实现体内的药物靶向和控释。然而长
期的纳米药物递送研究并未产生实质性的技术突
破。纳米载体在体内应用过程中困难重重。最新进
展指出，纳米物质在进入体内后，会通过吸附环境
中的生物大分子，迅速在其表面形成一层被称为冠
状物的结构。冠状物覆盖掉纳米物质原有的表面，
形成一个新的界面参与纳米物质与生命系统的相互
作用（图 1）。因此，如果不对冠状物进行分析和
调节，就很难控制纳米物质的体内行为，也很难实
现药物的控释和靶向。

图 1.纳米物质表面冠状物的形成及其与细胞相互作用的原理。

最近，生命科学学院张峻峰和董磊课题组尝试通过控制纳米药物载体在血液中所形成的冠状物的构成和状态，实现了药
物的体内靶向递送和对肝纤维化的治疗（ACS Nano. 2015;9:2405-19.）。人和动物体内的物质传送受到生理系统的严格
控制，其中视黄醇的体内运输途径具有很高的特异性。视黄醇分子进入循环系统后，被血浆中的视黄醇结合蛋白（RBP）
识别并结合。结合视黄醇后，RBP 结构发生变化，使之可以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转运过程，最终将视黄醇富集在肝星状细
胞（HSC）中。本研究利用了这一天然物质输送途径，结合纳米物质冠状物形成控制原理，将视黄醇修饰在核酸纳米药物
载体的表面，使该载体在进入血液后能主动招募 RBP 进入冠状物。在 RBP 的作用下，载体将核酸药物靶向运送至 HSC
（图 2）。由于 HSC 是肝纤维化疾病发生过程中起致病作用的关键细胞，对其主要致病基因进行表达抑制，能缓解肝纤
维化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研究者还通过优化纳米载体的其他特性，调节了冠状物中白蛋白的结构状态，用以避免载
体被身体的过滤系统吞噬。
本研究首次通过控制冠状物的组成和状态，实现了体内的药物靶向递送。这对纳米药物载体研领域突破现有的体内应用
技术瓶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该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南京大学登峰人才计划项目支持，并得到了澳门大
学王春明教授课题组的重要帮助。

图 2. 冠状物介导的核酸药物纳米载体输送反义核酸进入肝形状细胞，实现肝纤维化的靶向治疗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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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东中诼题组与王乐勇诼题组在光响应柱芳烃液晶材
料合作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最近，我校化学化工学院在光响应柱芳烃液晶材料研究领
域取得重要进展，研究工作在线发表在材料领域权威期刊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DOI:
10.1002/adfm.201500942)
http://dx.doi.org/10.1002/adfm.201500942。该工作由
王乐勇教授课题组与谌东中教授课题组历时近 3 年的合作
共同完成，博士研究生潘实和倪梦飞为共同第一作者，谌
东中教授和王乐勇教授为通讯作者。

的大环柱芳烃偶氮苯液晶齐聚物，表现出优异的成膜性和
室温溶液加工特点。由于柱[5]芳烃大环提供的充足自由
体积，其体相材料及固态薄膜呈现快速光响应特征和优异
的可回复循环特点（图 1）。通过偏振光或非偏振光化性
光的垂向或倾斜一定角度辐照可以实现图案化的表面制备
以及表面自由能、湿润性等的方便调控（图 2），甚至通
过偶氮苯的光控取向可诱导盘状分子柱状相的取向排布
（图 3），实现智能表面控制或应用于光电材料领域。

基于偶氮苯的光响应材料(Photo-responsive materials,
PRMs)可广泛应用于光控载药与基因转染、光驱动的微机
械运动以及智能表面等诸多领域。常规的有机小分子偶氮
苯衍生物在溶液中呈现光致顺反异构化或光致变色现象，
但是由于分子间强的平行聚集现象(H-aggregation)，在
体相或固态薄膜状态时光响应显著减弱甚至完全被抑制。
其中一重要策略是将偶氮苯作为侧基引入聚合物，由于聚
合物的优异成膜性以及主链提供的自由体积使得偶氮苯聚
合物薄膜或其体相材料呈现良好的光响应特征，但合成高
分子固有的分子量多分散性给其组成带来某些不确定性。
该项研究首次通过简单的 Click 反应高效率地将偶氮苯介
晶基元对称地引入柱[5]芳烃，制备了 4 个和 10 个亚甲基
间隔基的分子量分别为 5507 和 6349 的两种结构组成明确

该工作是一项多学科交叉的合作成果，集有机化学学科王
乐勇教授课题组在功能柱芳烃体系的设计合成与主客体识
别 方 面 的 研 究 基 础 (J. Am. Chem. Soc. 2014, 136,
10762-10769; 2013, 135, 10542-10549; Chem. Mater.
2015, 27, 1110-1119)与高分子化学与物理学科谌东中教
授课题组在偶氮苯光响应液晶及盘状液晶光电功能材料研
究 方 面 的 扎 实 积 累 (Macromolecules 2015, 48, 23882398; 2013, 46, 2916-2929. Chem. Eur. J., 2015, 21,
3671 – 3681. J. Mater. Chem. C, 2014, 2, 23752386)，优势互补的实质合作将研究工作推向具有重要应
用前景的学科交叉前沿领域。该项目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教育部创新团队计划以及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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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光照或热处理驱动柱[5]芳烃偶氮苯薄膜可
逆顺反异构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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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光控图案化表面修饰。

图 3. 柱[5]芳烃偶氮苯光控取向诱导盘状分
子柱状相的取向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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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教授研究组提出高效的
硼亲和固相标记法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糖类化合物是生物体内必不可少的成分，是生物化学、生物医
学、糖组学和糖生物学等多个领域中的主要研究对象。由于糖类
没有荧光，紫外可见吸收极弱，且质谱信号差，标记对于糖的检
测、定量分析和结构鉴定至关重要。糖的标记通常采用液相标记
法，但该方法存在着耗时、标记产物中存在过量的标记试剂和适
用的糖浓度高等明显缺点。刘震研究组在多年研究硼亲和功能化材料的基
图 1. 硼亲和固相标记原理。
础上，提出了糖类物质的高效硼亲和固相标记法。该方法以硼酸功能化介
孔硅纳米颗粒为选择性吸附剂和纳米反应器，先通过硼亲和作用将被标记
糖类化合物选择性共价结合到介孔材料上，然后引入标记试剂，由于被标记化合物被富集于极小的空间，且分子空间朝
向有利于与标记试剂分子的碰撞，有效碰撞几率显著升高，标记反应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标记反应结束后将过量标记
试剂除去，使用温和的酸性溶液将标记产物从介孔材料上解析下来，即得到标记产物。该方法具有三个显著的优点：第
一，标记产物纯度高；第二，标记效率快，标记速度比液相标记快 210 倍，仅需 2 分钟；第三，适用的糖浓度低，比液
相标记低 4 个数量级，可标记浓度低达 10-9M 的糖。该方法为糖的标记提供了崭新的路径。同时，该方法的提出为介孔
材料在固相合成与标记奠定了重要基础，该方法可扩展到其他化合物的标记与化学衍生。该工作表于最近一期的 Angew.
Chem. Int. Ed. 2015, 54, 6173–6176 (DOI: 10.1002/anie.201405525)。该论文第一作者为专业硕士生潘祥华同
学。该工作得到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和上海烟草集团的经费支
持。该论文是该课题组在硼亲和功能化材料
方向发表于 Angew. Chem. Int. Ed.的第 4
篇研究论文。
图 2. 标记产物的毛细管电泳
图对照（a，黑色 ：固相标
记，灰色：液相标记）及标记
产物的质谱图（b）。

图 3. 反应速度比较：液相标
记（a），固相标记（b）。

图 4. 适用浓度比较：液相标
记（a），固相标记（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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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倍率和超长寿命的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三明治型
MoO3/C 杂化纳米结构的原位合成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季红梅
超级电容器兼有常规电容器功率密度大和充电电池能量密度高的优点，成为新型的绿色能源。寻求具有高倍率性能和长
循环寿命的电极材料是超级电容器得以有效应用的关键。层状过渡金属氧化物层间反应位点多，因此具有作为高倍率性
能的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的潜力。目前，该类材料受到储能领域研究工作者的广泛关注，然而，层状化合物由于层与层
之间的紧密堆积和弱的电子导电性使得离子和电子很难达到层间反应位点，从而没有表现出理想的电荷存储性能。
目前，石墨烯与层状材料层层组装成薄层 2D 纳米片被尝试用来解决上述问题。该方法需精细操作，产物产量低且复合有
序度不易控制。制备过程中使用的分散剂环境不友好且会影响 2D 复合纳米片在器件应用中的物理化学性能。
最近，我校化学化工学院侯文华教授课题组设计合成了一种三明治型 MoO3/C 纳米杂化材料，以该材料作为电极材料组装
的超级电容器具有优异的倍率性能和循环稳定性，相关结果发表在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2015， 25(12),
1886~1894) 上。该课题组以典型的二维材料α-MoO3 为前驱物，先将十二胺插入到α-MoO3 的层间，然后通过在一定温度
下焙烧碳化得到目标材料（如图 1 所示）。其中，α-MoO3 层和石墨烯层在分子水平上交替堆叠；不同的焙烧温度导致层
间的碳有不同的碳化程度和厚度。采用的合成方法简单易操作，合成过程环保，产率高。
+

如图 2a 所示，该材料优异的电化学性能可归功于扩大的层间距有利于 H 的快速嵌入和脱出，并提供了更多的反应活性位
点；同时，层间的石墨烯层提升了材料的导电性和结构的稳定性。因此，具有该结构的纳米杂化材料具有优异的倍率性
能和循环稳定性。如图 2b 所示，以该材料作为电极材料组装的超级电容器具有优异的倍率性能和循环稳定性。在 10A/g
的电流密度下，MoO3/C-600 的初始放电比容量达到了 235 F/g，且循环 10000 次后比容量没有明显的下降。
该项工作设计了一种适用于作为储能材料的新型三明治型无机层状材料/石墨烯纳米层状复合材料，合成方法简单高效，
为 高 性 能 储 能 材料 的 研制 提 供 了 新 的 方法 和 思路 。 该 项 研 究 得到 了 高等 学 校 博 士 学 科点 专 项科 研 基 金 (SRFDP,
20130091110010)、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BK2011438)和国家基础人才培养基金 (No. J1103310)的资助。
图 1. 三明治型 MoO3/C 杂化纳米结构材料的合成
机理简图。

+

图 2 (a) 在三明治型 MoO3/C 杂化纳米结构材料中, H 离子嵌入和电
–1
子快速迁移示意图. (b) 在 10 Ag 的电流密度下，MoO3/C-400,
MoO3/C-600 和 MoO3/C-750 电极材料的充放电循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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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 Funct. Mater. 发表物
理学院周勇教授诼题组人工
光合成的综述论文
撰稿人：物理学院

图 1.type-II 异质结机制图。

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是当前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解决这两大问题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光催化技术利用
太阳能可将 H2O 分解为 H2 和 O2，亦可将 CO2 还原为碳氢燃料，还可以有效净化环境中的有毒物质，为解决能源和环境问
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理想途径。因此，研究高效光催化材料具有重要意义。
光催化反应的进行应符合热力学以及动力学要求，既要求光催化材料具有较窄的能隙，以便吸收更多的光能，产生光生
电子与空穴，又要求光催化材料拥有适当的氧化还原能力（足够大的能隙），因此具有氧化还原电势能的光生载流子可
参与光催化反应。然而，单一半导体光催化材料很难同时满足这两个基本要求。构筑异质结光催化材料是提高光催化效
率的有效途径之一。近期物理学院周勇教授在 Adv. Funct. Mater.(2015, 25, 998)上撰写题为‚State-of-the Art
Progress in Diverse Heterostructured Photocatalysts toward Promoting Photocatalytic Performance ‛
特征论文(Feature article)(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adfm.201401636/abstract)。论文概述
了 type-I 异质结、type-II 异质结（图 1）、p-n 结、同质结、Z-scheme 反应体系等半导体-半导体异质结，通过促进
可见光吸收，提高光生电荷分离与传输效率，增强光催化剂稳定性等有效措施，使光催化效率获得了大幅提升，为设计
和制备高效光催化剂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同时该论文简要分析了异质结纳米光催化剂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该论
文 成 为 2 0 1 5 年 1 月 《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 热 点 文 章 排 行 榜 Top10 论 文
(http://www.materialsviewschina.com/2015/02/advanced-functional-materials-hot-articles-list-of-top-10january-2015/)。
周勇教授课题组自 2010 年以来开展人工光合成还原 CO2 为有机燃料的研究工作，该反应本质是一个氧化还原过程，借助
分布广泛和取之不尽的太阳能，激发半导体光催化剂产生光生电子−空穴对，从 H2O 中夺取质子，而后光生电子进一步
与 CO2 发生一系列还原反应，从而合成有机化合物或者液体燃料(甲烷、甲醇、甲醛等)。光催化还原 CO2 不仅反应条件
温和(可在常温常压下进行)，且直接利用太阳能，不消耗额外能源，整个过程不引入亦不排放有毒物质，真正实现 CO2
的绿色资源化利用，被称之为‚人工光合作用‛，是未来世界同时解决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的理想途径之一。 人
工光合成系统中，最有可能实际应用价值的是 Z-scheme 反应系统。源自自然植物光合作用，Z-scheme 光催化材料体系
由电子传输介质、光还原剂和光氧化剂组成的双光子体系（图 2），氧化反应和还原反应在不同光催化剂上分别完成。
此系统不仅为光催化材料的选择和设计提供很大的空间，满足了光催化反应的热力学和动力学要求，同时还能有效促进
光生电荷的分离和迁移，增强了光催化体系的稳定性。
周勇教授课题相关研究成果先后发表在 J. Am. Chem. Soc., Adv. Mater., Adv. Funct. Mater, Chem. Commun.等期
刊，并受到国际广泛关注和认可，单篇论文他引超过 180 次, 3 篇论文入选 ISI Web of Science 近十年高频率引用论
文。该课题组光催化还原 CO2 研究成果作为三大研究内容之一(光催化水分解制氢、环境治理和人工光合成)，荣获 2014
年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排名第四）。
本项目受到科技部 973、国家基金委、江苏省杰出青
年基金和南京大学登峰人才计划资助。

图 2. Z-scheme 光催化材料体系由电子传输介质、光还原剂
和光氧化剂组成的双光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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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大师-核子物理学家吴健雄
吴健雄（Chien-Shiung
Wu）是著名美籍华裔物
理学家，被称为‚世界
物理女王‛、‚物理学
第一夫人‛、‚物理研
究的第一女士‛、‚核
子研究的女王‛、‚中
国居里夫人‛。吴健雄
的丈夫是袁世凯之孙袁
家骝，两人虽同属物理
学家，却属高能物理之
不同领域。许多科学家
都为她没有同杨振宁与
李政道共获诺贝尔物理
奖而疑惑不平，但已被
公认为世界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她被世人誉为居里夫
人后最伟大的女性科学家。南京大学物理学院著名校友。
吴健雄 1912 年 5 月 31 日生于江苏苏州太仓浏河镇，排行
老二，有一位哥哥及弟弟。 她曾先后就读于苏州太仓浏
河小学、明德学校、苏州女子师范学校（1923 年）。
1929 年以苏州女师第一名的成绩获准保送国立中央大
学，按当时师范生保送上大学需先教书服务一年的规定，
任教中国公学。
1930 年入中央大学数学系，一年后转入物理系，师从近
代物理学家施士元、光学家方光圻、天文学家张钰哲、电
磁学家倪尚达等教授；1934 年毕业，先后在浙江大学、
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
1936 年进入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师从劳伦斯、塞格
瑞、奥本海默等教授，1940 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她在
1942 年 和 袁 家 骝 结 婚 ， 婚 后 至 史 密 斯 学 院 (Smith
College)担任讲师，袁家骝则至 RCA 公司从事国防研究。
她在 1944 年至普林斯顿大学担任讲师，并搬到普林斯顿
居住。1944 年 3 月，她至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进行暂时
研究部门资深科学家，参与浓缩铀制程，发展γ射线探测
器；以一个未入籍的身份参加美国机密造原计划曼哈顿计
划。1945 年 7 月 16 日曼哈顿计划在新墨西哥州沙漠中试
爆成功。1948 年获聘美国物理学会会士。1958 年晋升哥
伦比亚大学正教授，她获选普林斯顿大学创校百年来第一
位女荣誉博士。1957 年，她和杨振宁、李政道两人共同

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62 年返回台湾出席中研院院
士会议。
1965 年返回台湾领‚嘉新特殊贡献奖‛，举行公开演
讲。从 1973 年起多次回中国大陆讲学访问，1982 年在南
京大学开办系统讲座，论述了β衰变、宇称不守恒、穆斯
堡尔效应等方面的课题。吴健雄先后受到美国总统罗斯
福、尼克森、卡特、雷根和中国总理周恩来，邓小平等的
接见。1983 年，吴健雄再度回到台湾参加原子与分子研
讨会，同时促成‚同步辐射‛的兴建计划。往后十年，均
回台参加中研院院士会议，也担任‚同步辐射‛的计划指
导委员会及技术咨询委员会委员。吴健雄生前多次探访母
校南京大学及南京大学物理系，并与导师南京大学教授施
士元交流，1986 年获得南京大学荣誉博士学位。1986
年，吴健雄、袁家骝夫妇多次来到南京大学，向南京大学
全校师生做了演讲。吴健雄、袁家骝为鼓励学生认真学
习，在重视理论知识的同时，注重实际应用技能的培养，
特在南京大学设立‚吴健雄、袁家骝‛奖学金，以表彰在
物理实验方面有突出表现的学生。吴健雄 70 岁、80 岁生
日都在南京大学度过，南大为她举行了隆重的祝寿仪式。
1992 年吴健雄在南京大学物理系创立了吴健雄图书馆，
并设立吴健雄奖学金。
1992 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其论文演讲集《半个世纪
的科学生涯》。1997 年 2 月 16 日因脑溢血在纽约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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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健雄 1940 年毕业于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1957 年，吴健雄与世界著名
物理学家泡利在以色列参加
国际科学会议上

1982 年，吴健雄、袁家骝与南京大学
领导、院士和学术带头人在国际处斗
鸡闸前合影

吴健雄做物理实验向来以精确
而著称

吴健雄与中大时期老师，中国著名物理学
家施士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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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流期刊论文精选-《PNAS》杂志精选：调控植
物光合作用新“开关”被发现
撰稿人：科技日报 2015 年 5 月 7 日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调控植物光合作用的新‚开关‛，这项发表在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
报》上的成果，将有助于提高作物和生物燃料的产量。植物通过光合作用来储存太阳能，这些能量以两种方式被储存，
用于植物的新陈代谢。植物吸收的能量必须与新陈代谢所消耗的能量均衡，否则植物将开始产生毒素，如果种植者不及
时处理这种情况，植物就会死亡。
密歇根州立大学光合作用和生物能学特聘教授大卫•克莱默领导的团队，重点研究了当光合作用生成的能量输出与植物消
耗的能量达不到均衡时发生的问题。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15 日报道，他们研究发现，植物产生的毒素中有一种叫过氧化氢
的物质，是激活一条光合路径的信号，这一路径被称为循环电子流（CEF）。
克莱默说，确认这个‚开关‛的功能有助于提高植物产量、增强植物对环境的适应力，从而缓解在气候变化条件下全球
对于食品和燃料的需求压力。‚未来 30 年，我们需要显著提高粮食产量，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全球人口以及可能影响作物
产量环境变化的需求。‛
研究论文合著者、密歇根州立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德塞拉•斯特兰德说，虽然科学家对 CEF 进行了广泛研究，但仍然对这个
植物中的电子传递路线知之甚少。为了满足植物细胞不断波动的需求，类似 CEF 这样的光合路径必须能够迅速连通和断
开。斯特兰德表示，为满足全球对食品和燃料的需求而对植物和藻类的新陈代谢进行修改，就必须了解光合作用的过
程，以及根据需要如何进行调整。‚简单地增加植物吸收的太阳能而不保持它与新陈代谢的均衡，可能会适得其反，甚
至导致细胞死亡。‛她说，‚必须精细调节这一能量并确保均衡。‛
‚要提高植物的产量并不容易，部分原因在于光合作用涉及到生物学中一些最具活性的化学物质，是一个极不稳定的过
程。‛克莱默说，‚我们知道 CEF 是光合作用中的一个重要过程，尤其是在植物处于干旱、寒冷或者炎热等环境下，但
我们不知道它是如何调控的。不过，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触发光合作用的一个要件。‛。

《Science》杂志精选：彗星 67P 是典型的无磁场天体
撰稿人：科技日报 2015 年 5 月 10 日
罗塞塔飞船和菲莱探测器在登陆彗星 67P/楚留莫夫-格雷西缅科后的多重测量显示，在该彗星上没有探测到磁场，这或
许会让科学家重新认识太阳系的构成。14 日，在奥地利维也纳举办的欧洲地球科学联盟大会上，负责彗星 67P 磁场研究
的首席科学家汉斯•尤利齐•奥斯特宣布了这一研究结果，相关论文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彗星包含了太阳系初期的原始材料，提供了一个用以研究‚较大物体‛是否保留被磁化痕迹的天然实验室。研究彗星的
磁场能够提供一些线索，用以探索大约 46 亿年前太阳系形成时期磁场扮演何种角色。目前仍不清楚的是，在行星、彗
星、卫星等天体聚合过程中，究竟需要多大的磁场，才能在地球引力发挥作用前，将这些宇宙间的‚建筑材料‛粘合成
分米、米甚至数十米大小的物质？
欧洲空间局的罗塞塔飞船以前所未有的近距离贴近彗星 67P，与着陆器菲莱一起，第一次详细考察了彗核的磁属性。据
物理学家组织网 14 日报道，菲莱的磁场探测设备是罗塞塔着陆器磁强计和等离子显示器 （ROMAP），而罗塞塔携带的则
是一个作为系列传感器（RPC-MAG）一部分的磁强计。去年 11 月 12 日菲莱着陆过程中，罗塞塔飞船的磁场变换使 PRCMAG 有所感知，接下来则通过在菲莱着陆支架里的传感器，使 ROMAP 感知外部磁场的阶段性变化。
菲莱在彗星表面弹跳了四次，复杂的着陆过程恰好对于 ROMAP 感知磁场有利，科学家搜集了不同高度的精确磁场信息，
发现磁场强度并不由菲莱在彗星表面的高度决定。汉斯-尤利齐解释说：‚如果彗星表面是磁化的，应该能在着陆器接近
彗星表面时看到明显增加的数据变化。但在每个菲莱到访的地点都没有发生这种状况，所以我们得出结论，彗星 67P 是
一个典型的无磁场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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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JING UNIVERSITY

A CENTURY-OLD CHINESE UNIVERSITY
ASPIRING FOR EXCELLENCE

F

ounded in 1902, Nanjing University
(NJU) is over a century old. It enjoys
an excellent reputation in China and
abroa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has been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mission of the nation and the needs
of society. NJU’s vision is to develop into a
world-class, research-intensive and internationalized higher-education institution
oriented toward high-calibre faculty, topnotch students and cutting-edge research.
Its president is Jun Chen, a professor in
geochemistry and an academicia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Presently,
NJU has over 33,205 full-time students, of
whom about 14,188 are undergraduate students, 15,667 are master and doctoral students and 3,350 a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NJU has three beautiful campuses: Gulou,
Xianlin and Pukou. It has 28 schools containing 73 departments and has 8 national
key disciplines in the primary disciplinary
categories, 13 in secondary categories and
6 in the nurturing list. The university is listed
in the first group of high-level universities
in the national 211 and 985 projects, which
attract strong funding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s a member of the China
Nine League, NJU boasts strong faculty in
the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natural sciences, medicine and engineering.
Faculty
In its over 100 years’ history, NJU has cultivated a great number of prominent and
learned figures, and has consequently
greatly contributed to the nation’s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Many famous
Advertiser retains sole responsibility for content

scientists and scholars have studied or
worked at the university. Among its 2,251
faculty members, 28 are academician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3 are
academician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1 is a foreign academicia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4 are
academicians of the World Academy of
Sciences, 1 is an academician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1 is an academician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Canada. In addition, there are 115
Chair Professors and Distinguished Visiting
Professors of the Chang Jiang Scholars
Program, 97 winners of the National
Distinguished Young Scientists Award,
29 overseas scholars under the National
Thousand Talents Plan and 45 awardees of
the National Youth Thousand Talents Plan.
Research
NJU is a leading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in China as assessed by variou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ankings. According
to Thomson Reuters’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13 academic disciplines at NJU
are ranked in the top 1 per cent worldwide
and are ranked top among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the QS Wor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4, NJU has 20 disciplines listed in the
global top 200.
Over the past decade, NJU has acquired
more than 800 national, provincial and ministerial awards for research. Since 2000, NJU
has won 1 first prize and 18 second prizes
in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Awards,
6 second prizes in the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wards and 4

second prizes in the State Technological
Awards. In 2006, a project accomplished by
NJU physicists led by academician Nai-ben
Ming won first prize in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Awards, which is the highest award
for natur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NJU has undertaken
dozens of state key projects. In addition,
NJU ranks top among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terms of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research papers listed in the 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 The number of SCI publications
of NJU was ranked first among Chinese universities for seven years since 1992, and NJU
had the highest number of citations of SCI
papers for eight years since 1992. In 2013,
NJU was ranked fourth among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the Nature Publishing Index.
In 2014, NJU was ranked 38th in the Global
Nature Index and fourth for China. In 2015,
NJU was ranked 7th in the Asia-Pacific
Nature Index, and again fourth for China.
In addition to conducting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NJU actively pursues applied
scientific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to promot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JU has established 23 platforms that
involve cooperation among government,
industry and university, to boost industry–
academia interaction and the local economy. These platforms are for areas such as
new materials, electronic data, biopharmaceuticals,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and
fine chemical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JU is very active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academic exchanges. It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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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ed partnership with over 280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from over 30 different countries.
NJU continually pursues opportunitie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uch efforts
resul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enter
for Chinese and American Studies with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the Sino–German
Institute for Law Studies with the University
of Göttingen and the Center for Chinese
and Japanese Studies with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Many world-renowned scholars,
including Nobel laureates, are honorary or
visiting professors of NJU. In 2011, Aaron
Ciechanover, who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for chemistry in 2004, accepted an invitation to serve as Director for the Institute
of Chemistry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of NJU. In 2013, Jean-Marie Gustave Le
Clézio, who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2008, began to work at NJU
as Distinguished Resident Scholar of the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NJU.

Research highlights
Physical sciences
A briefing in Nature (389, 113–117, 1997)
assessed the Laboratory of Solid State
Microstructures of NJU as “approaching
world-class standards in research.” Of the
numerous achievements at NJU, perhaps
the most influential was that by Nai-ben
Ming on the dielectric superlattice (DSL).
For this work, he and his team members
were awarded first prize in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Awards in 2006.
The team investigated the fundamental theory of domain engineering and
quasi-phase-matching and applied it in
the design, fabric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SL materials. In recent years, Shi-ning
Zhu’s group successfully developed and
commercialized a series of DSL based
solid-state lasers, including mid-infrared
tunable lasers, which have important applications in non-invasive medical diagnostics, free-space communication, laser
scalpels, spectroscopy and remote sensing. Zhu’s team has also done cuttingedge work in the fields of plasmonics and
integrated photonic circuits. In particular,
Hui Liu and co-workers demonstrated
mimicking of gravitational lensing and
optical trapping in an optical chip.
Excited by the striking properties and
applications of DSLs in nonlinear optics,
Zhu and Xu focused on the generation and
manipulation of photonic entanglement
— a key phenomenon in quantum technologies. The unique properties of DSLs
enable the photon flux and achievable
wavelength to be increased and also offer
a compact way to tailor the polarization,
frequency and spatial entanglement.
The team fabricated the first lithium
niobate (LN) quantum chip that had efficient two-photon sources and manipulated photons using components such
as junctions and wavelength-selective
filters. This chip is controlled by on-chip
electro-optical modulators, resulting in a
variety of quantum states. “An LN superlattice may become an ideal platform for
realizing fully integrated quantum optics,”
explains Ping Xu.
Chemistry
Nanomaterials and nanostructures are important in many fields. As one of the earliest
nanoscience groups in China, Hong-Yuan
Chen and Jing-Juan Xu’s group in the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Analytical Chemistry for
Life Sciences has introduced nanotechnology and biotechnology to the field of
electrochemistry and has conducted substantial experimental and theoretical studies in ultramicroelectrodes, electrochemical
biosensing, bioelectrochemistry as well
as microfluidic chips toward various liferelated substances. Their work about the
basic study of microelectrodes has been
included in the official “Technical Report”
by IUPAC in 2000. Interested in a broad
range of functionalized nanomaterials and
patterned nanostructures, they have exploited the unique electronic, mechanical,
electrochemical and interfacial properties
of these materials to address critical issues
in both fundamental studies and real-world
applications toward various life-related
substances for more than 20 years. Their accomplishments have been recognized by
national-level scientific awards.
Their current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in-depth study of the electrochemical and
photophysical properties of nanomaterial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bioanalytical techniques based on their
photoelectric interconversion processes,
i.e., electrochemiluminescent (ECL) and
photoelectrochemical (PEC) bioanalysis.
They were the first to combine the energy
transfer with the ECL of semiconductor
nanocrystals system and proposed the
dual-potential ECL ratiometric sensing
approach as well as the wireless bipolar
electrode in bioanalysis. By means of the
energy transfer processes between CdS
nanocrystals and noble metal nanoparticles in PEC sensing systems, they further
realized the bioanalysis with high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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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th sciences
Atmospheric dus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arine and terrestrial geochemical
cycles and impacts the global climate on
daily and orbital (104–105 years) timescales.
Asia is the second largest source of dust on
Earth; the deserts and sand fields in China
dominate Asian dust emission. Studies of
dust transport based on dust tracers and
satellite imagery clearly show that aeolian
dust from Asia is transported globally. In the
leeward regions of dust source areas, dust
deposition provides an excellent archive
for reconstructing the past environmental
changes since at least 22 million years ago.
Jun Chen and his team have investigated
the origin, transportation and deposition
of Asian dust; they used the loess and Red
Clay sediments in North China and the
aeolian deep-sea sediments in the North
Pacific Ocean to reconstruct past environment changes during the late Cenozoic era.
They have focused on three major areas.
First, they established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Nd–Sr isotope ratios, rare Earth element
compositions and detrital mineral compositions for the aeolian sediments in the
deserts, sand fields, Gobi deserts, loess
deposition areas and the Tibetan Plateau.
Based on these results, they were able to
delineate the source regions of Asian dust
and found direct evidence for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sotopic composition of desert deposits and the tectonic
settings of the surrounding mountains.
Second, by analysing Nd–Sr isotopes and
the geochemistry of detrital monomineral, they found that the direction of shortrange transportation of dus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Asia is largely determined by the
prevailing near-surface wind. Source tracing revealed that the Asian dust has two
material sources: the northern margin of
Advertiser retains sole responsibility for content

the Tibetan Plateau and the Central Asian
Orogen. This confirms the importance of
mountain processes in the production of
silt aeolian particles.
Third, they found that all the sand fields in
northern China, an important dust source
today, were nearly completely covered by
vegetation during the Holocene Optimum,
whereas the deserts in northwestern and
central northern China were about 5–20
per cent smaller in area at this time. This
suggests that the surface conditions of
Asian dust source regions changed dramatically during the glacial and interglacial
climate variations, and such changes affected regional dust emissions and subsequent
feedback to the climate change. Thus, the
dust impact should be coupled with the
climate system in palaeoclimatic modelling in order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forcing
mechanism of the past climate changes.
The unique processes of dust deposition
and transporta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Asia provide a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of the Earth’s environmental
systems during the late Cenozoic. The
ambitious research project of Chen and his
team focuses on investigating the global
dust emission, transportation, deposition
and their climatic impact at daily to orbital
timescales. They are using high-resolution
and high-precision geochemistry and
mineralogy techniques to pinpoint dust
sources and look for new biogeochemistry
proxy indices to better reconstruct past
climate and environment changes. Their
research will significantly improv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behaviour of the Earth’s
surface environmental systems.
Information sciences
LAMDA, or ‘Learning and Mining from Data’,
is a research team led by Zhi-Hua Zhou,

who is an ACM Distinguished Scientist
and IEEE Fellow. He is affiliated with the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for Novel Software
Technology of NJU; this laboratory has
topped the rankings of the national key
laboratories in computer science in China
in the past two five-year terms. Zhou’s team
focuses on research of machine learning
and data mining, with the aim of constructing computer programs that can analyse
existing data and generalize to future cases.
Zhou and his collaborators developed
many innovative techniques that have
been applied to various practical tasks including image retrieval, movie annotation,
network monitoring, CPU design, medical
diagnosis, gene pattern annotation and
mobile photograph management. Their
innovations have also been incorporated
into scientific software such as Matlab and
many open-source software systems. Part
of their research was awarded second prize
in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Awards of
China. In that year Zhou also received the
Annual IEEE CIS Outstanding Early Career
Award, which is awarded to one outstanding researcher under 40 years old.
When Zhou founded LAMDA ten years
ago, there were only two faculty members;
now the team has grown to 11 faculty
and research staff. LAMDA seeks to attract
overseas researchers as well as cultivate local talent. Zhou obtained all his degrees at
NJU and is an excellent example of homegrown ta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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