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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2013 年高水平论文发表取得优异成绩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陈晓清
2013 年，我校 SCI 论文发表取得优异成绩。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我校在学科群一流期刊（Nature
子刊、PNAS、PRL、JACS、Angew 以及影响因子大于 20 的期刊）上共发表 SCI 论文 55 篇，是 2012 年发表
数的 2.4 倍。其中我校教师发表在 Nature 子刊上的论文篇数是 2012 年全年文章数的 2 倍；发表在 JACS
和 Angrew 两个期刊上的论文总数是 2012 年的 3.75 倍。
另外，据 Nature 出版集团的 Nature Publishing Index 网站统计，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南京大学
NPI 指数位居中国高校第四位。前三位高校分别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表 1. 南京大学 2010-2013 年发表的学科群一流期刊论文数量（单位：篇）对比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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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南京大学 2010-2013 年发表的各学科群一流期刊论文数
的变化图

图 2. 南京大学 2010-2013 年发表的学科群一流期刊论文总数
的柱状图

科技信息 2014 年第 1 期（总第 199 期）

我校丼行 2013 年度国家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研讨会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2013 年 12 月 28 日，南京大学 2013 年度国家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研讨会在我校举行。科技部基础研究
司副司长彭以祺、江苏省科技厅副厅长夏冰等领导，中科院院士都有为、吴培亨、邢定珏、祝世宁、王广
厚等相关领域专家，我校 2013 年获得立项的 5 个 973 计划（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副校长潘毅、校长助理李成以及科技处、财务处和相关学院负责人出席本次会议。会议由校长助理李成主
持。
潘毅副校长在致辞中代表学校对科技部、省科技厅的领导及领域专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他表
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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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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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个项目得到了相
关部门和专家的支持，相信一定会取得重大的进展和突破。
首席科学家戴子高、陈健、张辰宇、徐永兵、周豪慎分别代表项目组就项目的目标确立、问题凝练、队伍
组织、实施计划等做了汇报。与会专家对项目的实施方案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并就相关问题进行
讨论与交流、提出建议与意见。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项目的科研成果要与国家重大项目相联系、与社会重
点需求相契合。
会上，科技部条件与财务司杜清海处长为我校重大科研项目的负责人和项目财务人员进行了国家科技计划
经费管理的政策培训。杜清海处长介绍了国家科技计划经费投入的基本情况、各类科技计划和专项经费管
理办法、国家科技计划和专项经费管理使用的基本原则以及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的支出管理等，并通过案
例形式就财务验收的有关要求和目前存在的问题作了详细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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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机动车尾气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通过验收
撰稿人：现代分析中心 董林
2013 年 12 月 17 日，依托南京大学现代分析中心交叉学科平台，由中心主任董林教授牵头组建的‚江苏省机动车尾气污
染控制重点实验室‛，在无锡威孚力达催化净化器有限责任公司顺利通过江苏省科技厅组织的专家验收。
‚江苏省机动车尾气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成立于 2010 年 10 月。实验室依托南京大学现代分析中心的交叉学科平台，
以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和南京大学环境学院的部分教授的前期相关研究工作为基础，联合无锡威孚力达催化净化器有
限责任公司合作共建。实验室的各项研究工作以减少机动车排放污染、改善大气环境为目的，从源头控制和末端治理相
结合的理念出发，开展燃油脱硫及机动车尾气净化催化剂的基础研究，开发源头创新的油品脱硫技术和高性能催化剂。
实验室的建设对于促进节能减排、推进绿色江苏生态省的建设以及实现绿色交通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
在目前国内多个城市雾霾天气频发的情况下，将实验室做大做强，充分发挥实验室的科技引领和服务于社会的作用具有
特殊意义。

南京大学现代分析中心创建于 1983 年，为南京大学直属业务单位。是全校科研测试和交叉学科研究的大平台，是
分析方法研究和大型仪器教学培训中心。现代分析中心在职人员 40 余人，其中教授、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26
名；进口各类分析测试仪器设备总价值达 6000 多万人民币；现有实验室面积 3000 多平方米。
现代分析中心于 1993 年通过计量认证，是国家认监委确认的计量认证合格单位。现代分析中心仪器配套较全，技
术指标较高，分析测试涵盖领域较宽。可用于物质成分定性和定量分析、结构分析、物相分析、表面分析、微区
形貌分析、热分析等，它是集分析测试、科学研究和科技开发服务为一体的理化综合检测中心。

南京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第 3 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我校召开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龚俊
2013 年 12 月 21 日上午，来自南京各高校、研究院（所）和科技企业约 80 名代表，欢聚一堂，参加了在我校举行的
‚南京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第 3 次会员代表大会‛。
南京青年科技工作者协会是由在南京地区的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事业单位中从事自然科学、技术领域工作的青年科技人
员自愿组成的学术性、地方性、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2000 年 4 月 5 日由南京市民政局批准成立，2007 年 12 月召开了
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我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周志华教授当选理事长、科技处杨永华副处长当选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之后，协会挂靠南京大学科技处至今。五年来，在市民政局、市科协的领导和支持下，在广大会员的共同努力下，本着
团结南京地区的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努力为南京的社会、科技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贡献聪明才智的宗旨，协会积极开
展各项工作：在科普宣传、开展学术交流密切南京青年科技工作者之间的交流和联系、为各级政府建言献策、举荐青年
科技人才、组织会员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为展示南京青年科技工作者整
体形象，实现自身价值提供了广阔舞台，受到南京地区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的信赖和好评。与此同时，也扩大了南京大
学的社会影响。
与会代表审议并一致通过周志华理事长代表第二届理事会所做的工作报告、杨永华秘书长的财务审计工作报告和修改协
会《章程》的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和协会领导班子。周志华继续担任协会理事长、杨永华仍当选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的有关领导出席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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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徐静娟教授获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2013 年 12 月 17 日，第十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颁奖仪
式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 6 高校及 4 所科学研究所的 10
位青年女科学家获此殊荣。唯一的一位来自江苏的获奖者
是我校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徐静娟。当她
从全国妇联副主席、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宋秀岩的
手中接过获奖证书时，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
徐静娟教授是我校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2010)，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副主任、分析化学学科副主任。徐静娟教授和她
的团队首次将纳米粒子引入离子敏场效应管的栅极，成功
研制出国际上第一支性能优良的纳米酶基场效应传感器；
并且率先将能量转移机制引入电致化学发光( ECL)和光电
生物分析领域，提出了 4 种 ECL 共振能量转移传感模式，
实现蛋白质、核酸等生物分子的高选择性、高灵敏性检测
奠定了方法学基础。

徐静娟教授，女，博士生导师。1990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
系；1997 年、2000 年在南京大学分别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
2000 年起在南京大学化学系任教，2003 年 11 月聘为副教授，
2006 年 6 月聘为教授，2007 年 4 月为博士生导师。主攻方向为
功能界面与生物传感、微流控分析、细胞分析。2007-2008 年度
获唐氏基金资助（唐氏基金康乃尔-中国学者项目）赴康乃尔大
学进行为期 1 年的合作科研。已发表 SCI 论文 90 余篇，被 SCI
刊物他人引用 700 余次；申请专利 4 项。获教育部自然科学奖
一 等 奖 两 项 。 2007 年 入选 教 育 部 “ 新 世 纪优 秀人 才 支 持 计
划”。2010 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省政协副主席徐南平一行莅临我校调研
撰稿人：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2013 年 12 月 9 日下午，省政协副主席、省科技厅厅长徐
南平，省科技厅副厅长曹苏民率领科技厅、生产力促进中
心有关领导莅临我校考察调研。南京大学副校长吕建、校
长助理李成以及校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了调研活动。
此次调研，是 12 月 6 日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成立后，
省委省政府组织开展专题调研工作的第一站。徐南平一行
参观了我校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污染控制与资
源化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听取了上述实验室负责人的专
题汇报，并针对具体问题进行了提问。
会上，徐南平介绍了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建设背景、体
制机制设计等情况，表示将有选择地与省内高校共建产业
技术研究所，进行前瞻性、战略性研究，更好地引领企
业、服务企业，希望南京大学支持省委省政府的这一重大

决策，推荐最强大的科研力量，参与研究所的建设。吕建
副校长表示南京大学一直非常重视政产学研合作，南京大
学将全力支持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的建设，并就具体操
作事宜进行了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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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承担的水与项淮河项目接受工程院中期评估
撰稿人：环境学院
中国工程院受国务院委托对国家重大专项进行中期评估。2013 年
12 月 14-16 日，我校承担的水专项淮河项目在郑州接受工程院专家
组的评估。中国工程院中期评估专家组专家，国家水专项办公室、
河南省水专项管理办公室、相关地市环保局有关领导和代表，河流
主题组专家，项目（课题）承担单位行政及财务有关负责人，项目
（课题）负责人、研究骨干及相关企业代表等 80 余人参加了评估
会。国家科技部能源环保版块评估组组长张全兴院士担任了这次淮
河项目评估组组长。
15 日全天评估组专家现场考察了南京大学承担的‚十一五‛淮河项
目第一课题（贾鲁河课题）的 4 个示范工程：郑州拓洋生物制药高
浓度有机废水高效处理与回用示范工程、郑州纺织工业园区工业废
水治理与回用示范工程、郑州五龙口混合型城市污水深度处理与回
用示范工程、贾鲁河生态强化净化综合示范工程和南京大学生态修
复研究基地。

专办的要求支持、配合，从机制、科技资源、配套服务方面做更加
高效的工作。
评估组专家对淮河项目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专家认为淮
河项目工作做得比较扎实，示范工程很好的显示出创新性、应用性
和可推广性。短短几年以内，取得了这样一个成果，实属不易！
最后，环保部科技司巡视员兼副司长、国家水专项管理办公室刘志
全副主任进行了总结。他认为淮河项目无论是技术、组织管理，到
创造经验，都可圈可点。 对淮河项目取得的成绩表示欣慰、出乎
所料，对南大师生‚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勇挑
重任‛的精神表示感动，并表示对南大做好‚十二五‛、‚十三
五‛水专项充满信心与期待。

16 日上午，张全兴院士主持召开了座谈会，南京大学李爱民教授以
及 4 位课题负责人分别代表淮河项目以及 4 个课题向专家组汇报了
淮河项目的定位、课题设置以及项目与课题五年来取得的成绩、存
在的问题及主要建议。我校李成校长助理、阮晓红教授、安树青教
授、吕路教授以及我校科技处、财务处、环境学院负责人参加了座
谈。李成校长助理表示南京大学把服务国家需求作为建设世界一流
大学战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通过水专项，我们环境科学和工
程学科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南京大学锻炼了一支
国家队伍，因为只有承担了国家项目，而且必须还必须做好，才能
代表国家队。什么是国家队？产生国家项目，代表国家水平，急国
家所急，帮国家解决问题。水专项对我们科研项目的管理，尤其是
整合我们的科研力量，形成创新性更强，机制更加顺畅的组织起了
一个非常好的促进作用。南京大学将一如既往按照国家环保部、水

我校现代工程不应用科学学院的两个
研究团队在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奖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2013 年 11 月 20-21 日，第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北京举
行。我校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陈向飞教授、殷江教授带领各自
团队在 5 位创业导师和 50 位创投机构大众评审的现场打分下，获
得创业团队组第二名、第三名。
第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由科技部、教育部、财政部和全国工商联
指导，共青团中央、致公党中央、国家外国专家局支持，科技部火
炬中心、科技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管理中心、科技日报
社和陕西省现代科技创业基金会承办，5 月 24 日正式启动，大赛在
全国 26 个省区市设立了分赛区，并设立了深圳和西安两个综合赛
区，共收到 10381 家企业和 2928 支团队报名参赛，历经了地区
赛、全国初评、全国半决赛、全国总决赛等多个环节。最终，10 家

初创企业、10 家成长企业和 10 支创业团队进入本届大的初创企业
组、成长企业组和创业团队组的总决赛。
在此之前，陈向飞教授团队还获得了 8 月 28 日揭晓的、由江苏省
科技厅、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共青团江苏省委、省
工商业联合会共同指导举办的 2013 首届江苏科技创业大赛二等
奖。陈向飞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期望在高端光器件上打破国外的高
端光芯片技术垄断，以期在核心光模块中率先采用完全自主的高端
激光器芯片。他希望能在未来巨大的集成光芯片产业上，让西方也
能享受中国人带来的核心产业成果，让中国发明的光芯片技术能够
引领世界，造福中国人民，造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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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召开 2013 年学术
委员会议暨实验室学术研讨会
撰稿人：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王晓宁
2013 年 12 月 13-14 日，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南京召开
‚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3 年学术委员会议暨实验室学
术研讨会‛。

此次实验室的学术交流报告会的重要内容是由近 3 年实验室自主课
题的负责人集中汇报课题进展，共有 13 位实验室学术骨干做学术
交流报告。

本次会议由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科技大学施蕴渝院士主
持，中国科学院王志珍院士、姚新生院士，清华大学周海梦教授、
首都医科大学王晓民教授、南京大学王炜教授等 7 位学术委员及实
验室学术骨干共 40 余人参会，我校吕建副校长等出席了会议。

会议不仅为增进实验室内部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创造了一次很好的沟
通机会，同时在学术委员面前展现了实验室发展势头强劲的面貌。
各位学术委员对实验室的工作和发展予以了充分肯定，对实验室的
发展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学术委员们希望实验室能够更加突出特
色，并进一步加强人才引进的力度，使实验室的发展更快、更强。

会议以实验室总结交流与发展规划为主题，议程包括实验室工作汇
报、实验室学术交流和学术委员会研讨三个部分。实验室主任华子
春教授做了 2013 年实验室发展报告。2012-2013 年，据不完全统
计，实验室发表影响因子 5 以上论文 77 篇（含影响因子 10 以上的
论文 10 篇），其中在 Chemical Society Reviews 、Trends In
Biochemical Sciences 、 Journal Of Aller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 、 Autophagy 、 Hepatology 、 Trends In Cell
Biology、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Cell
Research、Nature Communications 等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的多篇
论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同期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一项、省部
级一等奖一项、国际遗传工程机器竞赛金奖 2 项、授权发明专利 30
件。2013 年实验室新增‚973‛课题，‚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专项基金项目各 1 项，国家基金重点项目 2 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24 项。

南京四校-微软亚洲研究院“知识挖掘和搜索学术论坛”成功丼办
撰稿人：计算机科学不技术系 史颖欢
2013 年 12 月 16 日，由南京四所高校和微软亚洲研究院共同发起，东南大学承办的知识挖掘和搜索学术论坛在东南大学
九龙湖校区成功举办。来自南京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东南大学及南京理工大学的多名特邀专家以及优秀研究生与
微软亚洲研究院代表们一起就知识挖掘和搜索技术的课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来自我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的黎铭副教授和史颖欢博士分别以‚Mining software defects when historical sample
modules are unavailable‛及‚Recent Advances on Learning-Based Medical Image Segmentation‛为题为参会者
介绍了其研究领域内的最新进展和研究成果。此外，来自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老师们也带来
了精彩的报告。
在嘉宾讨论环节中，围绕‚大数据时代的科研合作‛的话题，我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的高阳教授、东南大学计算机
科学与工程学院蒋嶷川教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张道强教授、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
肖亮教授以及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芮勇博士展开了热烈地讨论。现场参会者反应积极，与嘉宾们就感兴趣的问题展开
进行了交流。此外，南京四所高校的优秀研究生还在论坛期间以海报的形式展示了他们的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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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Communications 报道我校马余强教授课
题组研究成果
撰稿人：物理学院 任春来
最近，我校物理学院马余强教授与 2010 届博士生施夏清
合作在生命活力物质体系的研究中又取得重要突破。他们
通过模拟和理论研究观察到该体系中拓扑缺陷结构的异常
动力学特征，并进一步揭示了微观拓扑缺陷动力学与宏观
大尺度集体行为的关系，该研究成果于 12 月 18 日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Xia-qing Shi & Yuqiang

Ma,

Topological

structure

dynamics

revealing collective evolution in active nematics,
Nature Communications 4, 3013, 2013）。
拓扑缺陷结构是有序物质序参量场中具有奇异性的一些点
或线。拓扑缺陷的出现反映了系统在空间大尺度上的非同
质性，它们常常在各种物质形态的物性上起到决定性的作
用，包括从早期宇宙的演化到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材料
如液晶等。最近在非平衡活力物质的实验体系中也不断观
测到拓扑缺陷结构的存在。所谓活力物质，简单说来是一
类活性粒子构成的非平衡多体相互作用体系。由于这类体

系往往是沟通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研究的桥梁，近年来
得到软凝聚态物理学研究者的广泛注意。马余强教授课题
组的研究通过驱动椭圆状粒子成功实现了活力物质的液晶
态结构: 与对应的平衡态液晶体系缺陷的束缚态和热扩散
不同，他们发现了这类非平衡活力体系中拓扑结构的奇异
性质(图 1)。进一步，他们定量地刻划了体系中拓扑缺陷
的异常扩散动力学以及缺陷间新颖的相互作用过程。更为
重要的是，由于拓扑缺陷对激发分离后不能通过局域调整
来去除系统中的旋错荷，他们预测这一异常特性会导致拓
扑结构动力学在宏观大尺度向列相演化中起到重要作用
(图 2)。通过跟踪大量缺陷的集体运动特性，并与系统大
时空尺度的涨落和弛豫行为对比，他们定量地证实了这一
猜想。应用上，该研究揭示了可以通过控制拓扑结构的演
化来调控活力物质体系的大尺度行为。这将为活力物质的
进一步应用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该项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和科技部
973 项目的资助。

图 1:（a-d）活力向列相中出现的拓扑缺陷结构；（e-h）拓扑缺陷的激发和分离过程；（i）缺陷扩散的异常生长动力学。

图 2:（a-b）高粒子数密度向列相由于缺陷激发导致有序态失稳;（c）低密度有序向列相态；（d）高密度下由缺陷运动引
发的大尺度粒子数空间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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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光活性分子的化学生物学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张艳
化学化工学院张艳教授课题组围绕光活性分子的反应和应
用开展了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工作，最近在基于光活性分子
的化学生物学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该课题组近期在 J.
Am. Chem. Soc.上报导了一例基于光活性分子修饰的新型
短肽光敏性超分子水凝胶（J. Am. Chem. Soc. 2013,
135, 18718-18721），在这项工作中，作者巧妙地使用
一个可以在温和的光照条件下发生快速的分子内‚光点
击‛反应的二芳基取代四氮唑分子作为‚光扳机‛。将此
‚光扳机‛修饰在合成短肽的氮端，可以促使合成短肽分
子在生物相容的环境下通过自组装形成机械性能很好的超
分子水凝胶，该水凝胶在温和的光照条件下可被‚光扳
机‛的迅速反应扰动，开启荧光发射及水凝胶的光降解等
智能响应（图 1）。
由于作者所发现的这一新型光敏超分子水凝胶体系同时具
备优异的机械强度和生物相容性，该水溶胶成为第一例可
用于干细胞三维培养的光敏超分子水凝胶生物功能材料。
被包裹在该类水凝胶基质中进行模拟生理环境中的三维培
养的人骨髓间质干细胞，其延展行为可受到外界光源照射
引起的水凝胶机械强度变化的影响（图 2）。该工作发表
后被 J. Am. Chem. Soc.作为亮点介绍，并受邀作为 J.

Am. Chem. Soc.封面发表于该杂志 2013 年第 50 期 (图 3
左)。
此外，该课题组还通过与我校生命科学院张辰宇教授研究
团队的合作，积极探索由光活性分子的反应获取的新结构
化合物在调控细胞内 microRNA 这一前沿研究方向上的应
用。目前他们已经从基于光活性分子反应的新结构化合物
中筛选得到了几类有重要调控活性的化学小分子。基于这
些活性小分子构建探针开展的化学生物学研究也属于目前
该领域研究的前沿，张艳教授和张辰宇教授就 microRNA
作为新型生物靶标的化学生物学研究撰写的综述也作为
2014 年第二期的封底（图 3 右）发表于颇具影响力的化
学综述杂志 ( Chem. Soc. Rev. 2014, 43, 506-517)。
以上围绕光活性分子开展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工作得到了科
技部-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江
苏省杰出青年基金及南京大学登峰 B 人才支持计划的支
持，同时部分工作也同时得到南京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的
支持。

图 1:（左上图）含有新型“光扳机”结构的小分子凝胶
因子结构设计。
图 2：（上图）可用于人骨髓间质干细胞三维培养的超
分子水凝胶基质及光调控实现的细胞行为差异。
图 3：（左图）课题组所发表的封面及封底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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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不空间科学学院发现罕见强磁脉冲星，取得我国
脉冲星研究零的突破
撰稿人：天文不空间科学学院 陈阳
脉冲星是高速旋转的中子星，是恒星演化晚期的一种重要的归宿，有关研究工作曾两获诺贝尔奖。在两千多颗已探测到
的脉冲星中，有一类为数仅有 20 多颗的 X 射线强磁脉冲星（以下简称磁星），表面磁场强度达 10 的 14 次方高斯上下，
超过平均值一两个量级，它们据信通过磁场的衰减来为其高能辐射提供能量。作为强烈光变暂现源的 X 射线暂现磁星则
是更为罕见的品种，已知的原只有 8 个。
天文和空间科学学院博士生周平和导师陈阳、李向东教授，以及由他们领头的一个包括加拿大、荷兰和日本合作者在内
的国际研究团队，通过‚XMM-Newton‛X 射线空间望远镜的观测，在对超新星遗迹 Kes79 的研究中，在它的南侧发现了
新的暂现磁星 3XMM J185246.6+003317（图 1）。这颗磁星是我国学者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次发现是我国脉冲星研究
领域的一项零的突破，凝聚着我国业内学者长年的努力、积累和互助之功。这项研究成果将刊登在美国 Astrophysical

Journal Letters 上。
磁星是所有脉冲星中自转周期最长的一类，新发现的磁星自转周期周期达 11.56 秒（图 2），在目前已知的 9 颗暂现磁
星中又是最长的。磁星是宇宙中威力最强大的磁铁，如果处在月球的位置上，它的磁场将能把地球上所有的银行卡、手
机、电脑硬盘等物品上储存的信息完全抹去。该磁星距离地球大约两万光年，它与紧邻的超新星遗迹 Kes79 可能有着潜
在的物理联系，它与遗迹内部一颗据认为可能是磁场较弱的‚反磁星‛的中央致密天体之间的物理关联性令人困惑，具
有极大的研究价值。
这颗磁星的不寻常之处还在于它强烈的光变。从 2001 到 2007 年，在‚Chandra‛和‚XMM-Newton‛两个空间 X 射线望远
镜的观测中都未探测到它。但是在 2008、2009 年‚XMM-Newton‛的观测中，它赫然出现（图 1）。而在近期的
‚Swift‛空间望远镜的观测中，它再度失踪。这种‚暂现‛的磁星有一个从沉寂到爆发、再归于沉寂的周期性往复，由
星体内部磁场等物理条件和活动所主导。这些条件和活动，蕴含了脉冲星这样的致密天体内部深刻的物理信息。
该项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1233001、11133001，973 项目 2009CB824800，以及教育部博士点基金
20120091110048 的资助。

图 1：图片中间展示的是银河系内的超新星遗迹“Kes79”，蓝
色显示 X 射线辐射，红色显示射电辐射。在图片的下侧，右图箭
头所指的蓝色光斑是新发现的暂现 X 射线强磁脉冲星，它在
2008 年的观测中赫然出现，而在左图显示的 2007 年的观测中
丌见踪影。在靠近图片中心的地方，还有另一颗称为“中央致密
天体”的中子星。图片上的缝隙是望远镜的探测器留下的。

图 2：磁星 3XMM J185246.6+003317 的功率谱显示了非常明
显的脉冲周期 11.56 秒（频率 0.0865 赫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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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物理学院高压结构相变理论研究取得进展
撰稿人：物理学院
物理学院青年千人计划引进者孙建教授及其研究组在高压结构相变的理论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其研究成果以论文形式
发表在 2013 年 10 月的 Physical Review Letters（Phys. Rev. Lett. 111, 175502，2013)上。
自 2004 年 Eremets 等人在实验上合成了立方结构的纯氮聚合物以来，氮元素在高压下的行为和新结构一直是国际高压领
域中的研究热点之一。最近，随着动态冲击波压缩等高压技术的进展，实验上能达到的最高压强已进入 TPa（相当于一
千万个大气压）范围，元素在超高压下的相变越来越受人关注。但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于氮元素在超高压下的行为知之
甚少，而实验上也需要一定的理论模型来认识和理解各种数据，这一切都使得对超高压下氮元素行为的理论探索变得很
有必要和紧迫。
该工作运用基于密度泛函理论的第一性原理计算结合晶体结构预测随机搜索方法，从理论上预言了氮元素的金属化压强
高达约 2TPa，而后在几个 TPa 的超高压下形成几种新奇结构，随着压强的增大依次为 Cmca、P4/nbm、P21、R-3m、
I41amd 等。其中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 P4/nbm 和 P21 结构，P4/nbm 的稳定范围为 2.5-6.8 TPa，它由带正电的 N2 对和带
负电的 N5 正四面体构成，在 N2 对和 N5 正四面体内部形成很强的共价键，而这些单元之间的键则相对较弱。P21 结构在
6.8-12.6 TPa 下变成稳定，它是一个层状调制结构，并表现出强烈的电荷转移特性。这两个结构既有金属性，又因强烈
的电荷密度扭曲而带有一定的离子晶体特性。另外，该工作还运用准简谐近似和第一原理分子动力学方法研究了氮元素
在高温高压下的熔解特性和相边界。这个工作从理论上预言了氮元素的新结构和相边界，为进一步理解氮元素在高压下
复杂多变的行为，认识其完整相图和相关氮化物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依据。
此项目的合作者还包括英国伦敦大学院、加拿大国家研究委员会、英国剑桥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该工作是孙建教授
研究组继 2012 年在氧元素高压相变[Phys. Rev. Lett. 108, 045503 (2012)]后的又一个新突破。该项研究得到了科技
部 973 项目和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全文链接：http://prl.aps.org/abstract/PRL/v111/i17/e175502 ）。

图 1: P4/nbm 和 P21 结构中的电子密度。

图 2: 理论预言的氮元素在超高压下的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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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tific Reports 发表南京大学潘少明教授课题组最新
研究成果
撰稿人：地理不海洋科学学院 潘少明
日前，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潘少明课题组的最新研究成果
《Plutonium in soils from Northeast China and its
potential application for evaluation of soil
erosion》发表于 Nature 出版集团(Nature Publishing
Group)旗下期刊 Scientific Reports 上，博士生徐仪红
为第一作者，潘少明教授是通讯作者。
137

Cs（铯）放射性核素示踪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土壤侵蚀研
究中。但是由于 137Cs 的半衰期仅为 30.2a，迄今为止，
环境中的 137Cs 总量已衰变掉 60%，随着时间的推移，土
壤中的 137Cs 含量越来越低，测试难度逐渐增大，其作为
示踪元素的灵敏度将受到影响。因此，寻找一种可以替代
137
Cs 作为示踪物质的放射性核素十分有意义。环境中的
137
Pu（钚）同位素与 Cs 的来源相同，但半衰期更长，且
更容易被土壤中的细颗粒物质吸附。特别是随着质谱测量
技术的发展及应用，环境样品中 Pu 同位素的测量更高
137
效、灵敏。因而 Pu 同位素被认为是可以替代 Cs 进行土
壤侵蚀示踪研究的理想核素。
通过与国际放射生态学与示踪领域专家学者合作，潘少明
137
教授团队尝试应用 Pu 同位素代替 Cs 示踪研究土壤侵蚀

图 1:

239+240Pu,239Pu/240Pu

过程。他们选择我国东北辽东湾沿岸地区作为研究区域，
首次报道了我国东北地区土壤中的 Pu 同位素的分布特
137
征，并证实了 Pu 同位素可以替代 Cs 进行土壤侵蚀示踪
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辽东湾沿岸地区土壤中的 Pu 同
位素来自于大气沉降；2）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及人类活
动的作用是造成表层土壤中 Pu 同位素分布差异的主要原
因；3）未受扰动土壤剖面中 Pu 同位素的活度随土壤深度
137
呈指数下降趋势分布，与剖面中 Cs 分布规律保持一
239+240
致；4）经计算得出未受扰动土壤剖面中
Pu 的蓄积量
约为 86.9Bq/m2，该数据与同纬度其他地区的研究报道相
一致，因此可作为该研究区域土壤中 Pu 同位素的背景
值。5）通过对比分析标准剖面与研究剖面中 Pu 同位素的
蓄积量及其相应的土壤层位，可估算出研究剖面所在的位
137
置约有 6cm 表层土壤被侵蚀，该结果与 Cs 示踪技术的
估算结果一致，初步证实了可以应用 Pu 同位素进行土壤
侵蚀示踪研究。
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应用 Pu 同位素研
究 土 壤 侵 蚀 ‛ （ 批 准 号 ： 41271289 ） 的 资 助 。

比值, 239+240Pu/137Cs 比值在辽东湾表层土壤中的分布。

科技信息 2014 年第 1 期（总第 199 期）

图 2:

13

239+240Pu,239Pu/240Pu

图 3:

比值在 DL-1,DL-2 两个土壤剖面中的分布。

239+240Pu，137Cs

在 DL-1,DL-2 两个土壤剖面中分布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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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祝军教授研究组在“苯幵异吡喃氧鎓离子化学研究”中
取得新进展——醋酸钯/手性磷酸协同共催化的丌对称串联构环新方法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合成效率最优化是提高合成经济性之关键，更是有机合成
研究的永恒主题。依据基元反应机理和动力学因素设计、
发展和应用各种串联反应正是基于提升合成效率的考虑。
高效的串联反应不仅在化学基础层面展示形成多个共价键
过程中各基元反应艺术般的‚美妙合奏‛，而且在包括天
然产物在内的各类重要产品的合成与生产中体现无与伦比
的实用价值。化学化工学院姚祝军教授指导的研究组近年
来根据其在天然产物 Chlorofusin 等合成中发现的化学转
化效率不稳定问题（Qian, W.-J.; et al. J. Am. Chem.
Soc. 2007, 129, 6400; Yao, Y.-S.; et al. J. Org.
Chem. 2008, 73, 5221），持续研究了一类具有非经典弱
休克 尔芳香性 的活泼中间体 ，即苯并 异吡喃氧鎓离子
（Isochromenylium）的化学特性，从中相继发展了多种
不同寻常的高效率碳正离子型串联反应（Hu, Z.-L.; et
al. Org. Lett. 2009, 11, 4676; J. Org. Chem. 2009,
74, 8787; Chem. Eur. J. 2011, 17, 1268; Yu, S.-Y.;
et al.; Tetrahedron Lett. 2012, 53, 2765; Zhang,
H.; et al. RSC Advance 2012, 2, 5101.），为合成和
制备多种具有多取代四氢萘核心结构的化合物提供了‚一
步法‛捷径。
由于苯并异吡喃氧鎓离子异常活泼的化学性质，上述串联
反应的对映面立体选择性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而这也
将制约这些高效率化学反应在重要药物和化学产品合成中
的应用。最近，该组博士生余述燕（今年 6 月已博士毕
业）、张昊、莫磊、以及本校大四学生高扬（今年 7 月已
毕业，现为上海有机所研究生）等组成的专题小组经过较
长时间的摸索和方案修正，终于成功实现了第一例苯并异
吡喃氧鎓离子介导的催化不对称串联成环反应。该成果今
年 8 月正式发表于国际著名化学刊物‚美国化学会会志‛
(Yu, S.-Y.; Zhang, H.; Mo, Lei; Gao, Y. et al. J. Am.

Chem. Soc. 2013, 135, 11402.)。
新方法摒弃了以往采用的以空气稳定的苯并异吡喃氧鎓离
子盐为反应底物的思路，而精心设计了反应现场以 Lewis 酸 Pd(OAc)2 催化活化底物 1 中的碳碳三键启动反
应，引发分子内羰基-炔烃环异构化产生具有一定寿命的
2
C(sp )-Pd(II)键的苯并异吡喃氧鎓离子活泼中间体；体
系中存在的另一催化剂手性磷酸(S)-Trip 依据简单的酸
碱置换理论随即取代 Pd(II)上的醋酸根离子成为新的配
体；由于磷酸中 P=O 的特性，其又和另一反应底物 2 中的

酚羟基发生氢键缔合作用将之拖入反应体系，从而形成了
由两个反应底物和两个催化剂共同组成的一体化超分子反
应过渡态。随即引发关键的氧杂 Diels-Alder 反应（或形
式上多步协同的[4+2]-环合反应）实现了对映选择性、区
域选择性、endo/exo 选择性及非对映选择性的全面控
制。报道的 40 例反应均一次性形成三根新的化学键和两
个新的环系，并最多可以产生包括季碳等四个新的手征性
中心。其中，最高反应产率可达 92%，产物对映过剩值高
达 99.5%。这类反应均可在室温下完成，仅需 2.5mol%
Pd(OAc)2 和 3.75mol% (S)-Trip 作为催化剂；并可以克级
规模在实验室放大并保持催化效果。
新发展的催化不对称串联构环反应为多取代四氢萘衍生
物，如著名的天然药物鬼臼毒素(Podophyllotoxin，PPT)
的化学结构多样性研究提供了新技术，可望通过一步法实
现对映纯的 PPT 构象锁定类似物的制备，进而促进抗癌药
物研究的开展。
上述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2012 年立项的
面上项目(编号 21272112)的资助，同时还得到科技部等
其它基金的共同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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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杂志精选：普通食盐变成“丌可能”物质
撰稿：科技日报 2013 年 12 月 21 日
将氯化钠在富氯或富钠条件下，用高压钻石砧挤
压，可形成奇特化合物如三氯化钠（NaCl3）。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12 月 20 日（北京时间）报
道，一个由中、美、俄等多国科学家组成的国际
研究小组在极端高压下，把普通食盐变成了全新
的化学物质。而按照化学教科书上的规则，这些
物质本不该存在。相关论文发表在 12 月 20 日的
《科学》杂志上。
该研究由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艾特姆•奥甘诺夫
和卡内基华盛顿研究所的亚历山大•冈察洛夫负
责，在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DESY）X-射线光源
PETRA Ⅲ和其他几个研究中心进行了实验。
食盐即氯化钠（NaCl），是最普通的化合物。按
传统化学中的八隅体规则（也叫八电子规则，所
有元素都趋向于把它们的最外电子层填满 8 个电
子，这样最稳定），Na 和 Cl 只能是 1 个 Na 原子

结合 1 个 Cl 原子的形式，不可能有其他形式。
实验中，研究人员给食盐施加了 20 万大气压，而
在 PETRA Ⅲ更高，增加了额外的冲击力，生成了
一些‚不可能‛的物质，如氯化三钠（Na3Cl）和
三氯化钠（NaCl3）。论文合著者、DESY 实验人员
朱詹娜•科诺科娃说：‚按照理论预测，我们在高
压下用激光加热样本，结果发现了其他形式、稳
定的钠氯化合物式。‛
根据奥甘诺夫小组的计算，极高压下有可能形成
奇特的化合物，并保持稳定。‚我们预测会产生
违 背 教 科 书 法 则 的 化 合 物 ， 如 NaCl3 、 NaCl7 、
Na3Cl2、Na2Cl 和 Na3Cl。‛论文第一作者、奥甘诺
夫实验室访问学者、中国农业大学应用物理系张
葳 葳 （ 音 译 ）说 ， 他们 是 抱 着 ‚ 试试 看 ‛的 想
法，在 PETRA Ⅲ和卡内基研究所进行了实验。他
们先瞄准 Na3Cl 和 NaCl3，按预测这两种化合物比
其他形式更容易形成，结果发现了这两种物质。
‚这些化合物在热力学上是稳定的，一旦形成就
能 一 直 保 持 着， 而 传统 化 学 ‘ 不 允许 ’ 它们 存
在。‛
‚这是一场化学革命的开始。‛奥甘诺夫说，实
验室可达到的压力算是较低，在 20 万大气压下，
理想的稳定化合物就违背了传统化学规则。而地
球中心压力为 360 万大气压，在这种条件下，许
多化学课本上的法则都不再适用。
化学教科书适用的范围只在所谓的‚环境条件‛
下。科诺科娃解释说：‚这是指地球表面，如果
把整个宇宙看作一个整体的话，这种条件就相当
特殊。‛在地球环境条件下不可能的物质，在更
极端环境下会变得可能。奥甘诺夫说：‚这里的
‘不可能’只意味着能量变高，化学规则不像数
学定理，化学规则可以打破，你只需找到能量平
衡转移的条件，规则就不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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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杂志精选：分子反应动力学研究获突破性进展
撰稿：科学网 2013 年 12 月 23 日
12 月 22 日，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分子反应动力学研
究工作获得突破性进展。由分子反应动力学国家
重点室杨学明院士、张东辉、孙志刚研究员等撰
写 的 论 文 Dynamical Resonances Accessible
Only by ReagentVibrational Excitation in
the F+HD →HF+D Reaction（F+HD→HF+D 反应中
只能通过反应物振动激发探测的反应共振态）发
表于 12 月 20 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Science.
2013, 342, 1499-1502)。
分子振动对化学反应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长期
以来一直是分子反应动力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
课题。H2 以及它的同位素分子是分子反应动力学
领 域 被 最 为 广泛 研 究的 分 子 。 过 去的 二 三十 年
中，对 H/D/F/O/Cl/OH+H2/HD/D2 等反应的研究极
大地推动了反应动力学研究的发展，也大大提高
了我们对化学反应本质机理的认识。但在另一方
面，因为 H2 是没有极性的分子，只能通过 Raman
激发制备其振动激发态，而由于 Raman 激发的效
率一般很低，激发态 H2 的反应动力学研究从未在
交叉分子束实验中得以实现。
最近，肖春雷、杨学明等人通过自主研发窄线宽
的 OPO 激光，在利用 Stark-induced adiabatic
Raman Passage (SARP)技术高效制备振动态激发
分子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对 HD 分子从(v=0,
j=0)到(v=1, j=0)的激发取得了高于 91%的效率(J.
Phys. Chem. Lett. 2013, 4, 368-371)。但是由
于该技术需要高度聚焦的激光束，限制了总激发
效率，致使该技术无法在交叉分子束实验中得到

应用。通过不断尝试，他们掌握了利用受激 Raman
激发在分子束中高效制备振动激发态氢分子的技
术，使得在交叉分子束中研究 HD(v=1)散射动力学
成为可能。
利用该实验技术，他们对 F+HD(v=1)反应进行研
究。F+H2/HD 是经典的放热三原子反应，2006 年
杨学明、张东辉等人在 F+H2 反应中观察到反应共
振态(Science 311, 1440, (2006)), 2010 年，他
们又在 F+HD 反应中观察到分波共振态(Science
327, 1501 (2010)) ， 这 些 共 振 态 都 是 在 产 物
HF(v ’ =3) 的 绝 热 振 动 曲 线 上 形 成 的 。 对 于
F+HD(v=1)反应，实验发现在后向散射信号随碰撞
能 的 变 化 曲 线上 存 在振 动 现 象 。 为解 释 实验 发
现，张东辉等人进一步提高了他们 2008 年所拟合
的 F+H2 体系势能面的精度。在新的势能面上，理
论与实验取得了高度吻合。理论研究证实实验所
观察到的振动现象是由束缚在产物 HF(v’=4) 绝
热振动曲线上的两个共振态所引起的。更有意义
的是，研究发现 HF(v’=4) 绝热振动曲线在反应
物端与 HD(v=1)态相关联，因而它们只能通过 HD
的振动激发来探测，而不能通过平动能的增加而
进入。
这项工作表明，对于化学反应，分子振动激发不
仅提供能量，也能开启新的反应通道，使我们能
观察到在基态反应中所无法观察到的共振现象，
对提高我们对化学反应本质机理的认识有着非常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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