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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南京大学科技工作十件大事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唐峰

（1） 计算机软件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再次被评为优秀。

所公布的数据，2011 年我校教师共发表 SCI（E）论文

2010 年以来，我校参加评估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中，获得

2133 篇。发明专利申请数首次突破 600 件达 638 件，增

2 个优秀、3 个良好（其中 2 个参加评优答辩）的优异成

幅 20%；授权数首次超过 300 件达 322 件，增幅 28%。

绩，在 C9 高校中名列第一。新增半导体节能器件及材料

PCT 申请 15 件，外国专利授权 4 件。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和江苏省地理信息技术重点实
验室。

（7） 科技创新团队不断壮大。获得教育部创新团队项目
3 项（并列全国第一），国家杰青项目 4 项、优青项目

（2） “微生物基因工程可溶性表达及产物后加工新技术”

11 项，新世纪人才项目 24 项（并列全国第二），省杰青

获得国家科技奖发明二等奖。2012 年获得部省级及以上

项目 8 项（列全省第一）。

科技奖励 11 项：国家科技奖发明二等奖 1 项、中国青年
女科学家奖 1 项、教育部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2 项）、
江苏省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1 项）。我校物理学院吕笑梅
教授和环境学院潘丙才教授获得 2011-2012 年度“江苏

（8） 科技经费突破十一亿元。其中，国家部委科技经费
7.65 亿元，地方政府与企事业单位科技经费 3.93 亿元。
总经费达到 11.58 亿元，较去年增长 11.66%。

省十大青年科技之星”的称号。环境学院陈泽智教授获得

（9） 南京大学科学技术协会成立。中国科协陈希书记为

中国发明协会第七届发明创业奖。

南大科协成立揭牌，标志着我校科技资源整合进入新的阶

（3） 新增 973 类项目（不含青年科学家专题）7 项，

段。

（我校获得该类项目最多的一年，并列全国高校第三），

（10）服务国家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进展。成功举办

获得 863 主题项目 1 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

第二届政产学研合作论坛，昆山创新研究院获江苏省重大

项项目 1 项。

创新载体；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300346）

（4） 获批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超过 400 项，批准
经费总额超过 3.7 亿元。
（5） 协同创新稳步推进。以深入推进协同创新中心建设
为抓手，实现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创新能力提升，
正式培育启动 10 个协同创新中心。目前，“人工微结构
与量子调控”、“中国南海研究”2 个中心进入国家第二
轮答辩，“气候变化”、“江苏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转型
和管理变革”、“固态照明与节能电子学”3 个中心已通
过江苏省首轮答辩。
（6） 2012 年发表 SCI（E）论文 2175 篇，创历史新高。
其中 PNAS 论文 3 篇、Nature 子刊论文 5 篇。另据中情

在深圳创业板成功上市，标志着南京大学技术转移走上新
的起点。

科技信息 2013 年第 2 期（总第 188 期）

3

我校三项目荣获 2012 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杨思军

2 月 22 日，2012 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南京举行，南京大学作

此次我校获奖项目涉及软件与信息技术、新能源和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3 项，占全部 17 项一等奖的六分之

以及污水处理、节能环保等民生科技领域，获奖项目不仅在关键技术上取得

一，位居一等奖获奖单位首位。同时，我校还获得二等奖和三等奖各一项。

了创新突破，更注重成果的推广应用，推动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主动地服务

物理学院邹志刚教授领衔的 “光催化材料及在能源和环境净化中的应用基

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5 个获奖项目中有 3 个项目依托我校政产学研合作平

础研究”、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徐宝文教授领衔的“面向关键任务的高可

台实现了成果转化和推广，平台作为服务地方的重要科技载体的重要性在本

信软件分析与测试技术”和环境学院任洪强教授领衔的“大型高效厌氧反应

次获奖项目中得到体现。

器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均荣获一等奖。

我校华子春教授课题组“微生物基因工程可溶性表达及产物后加工新技术”成果荣
获 2012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撰稿人：新闻中心、科学技术处摘编

在 1 月 18 日揭晓的 2012 年度国家科技奖获奖项目中，南京大学

立足基础研究、注重实际应用，这是华子春教授课题组一贯坚持的

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华子春课题组以《微生物基因工程可溶性表达及

研究理念。正是因为如此，他们的成果广受企业欢迎。例如，从

产物后加工新技术》荣获 2012 年度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 项。

2006 年开始，常州千红药业通过与华子春教授团队合作，实现了

据了解，华子春教授课题组面对大肠杆菌包涵体产物妨碍重组蛋白
质药物生产的行业技术难题持续攻关 19 年，通过多环节调控蛋白
质折叠的策略，有效解决了这一难题，推动了高效率低成本生产重
组蛋白质药物。该项目在生产环节发明了多种基因工程高效表达和
不同层次助溶新技术及其整合，在制备环节发明了基因工程表达产
物分离纯化及后加工新技术及其集成。该项目技术在国内外数十家
研究机构及企业获得广泛应用，已应用于产品工艺改进及多个新药
研发，成为相关企业的关键技术，取得了显著的社会及经济效益。
在研究中，华子春教授课题组从理论着手，首先深入研究蛋白质在
细菌中合成时折叠过程及规律。在此基础上，华子春课题组通过在
多个环节、利用多种手段调控蛋白质折叠，有效解决了包涵体难题。
在研究过程中，华子春课题组把握了两个关键环节：一是在生产环
节，既要让药物产量高，又不形成包涵体，同时还兼顾后续的分离
纯化工艺；二是在制备环节，优化了纯化工艺，研制出成本低、效
率高的纯化工具。

两个创新药物的顺利转化，因此先后获得了 3 项国家新药创制重大
专项，“常州千红国际生物医药创新药物孵化基地” 获得国家科技
部立项，该企业已从传统生化制药企业成功转型为现代生物制药企
业，并于 2011 年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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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我校发表的 SCI(E)论文统计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陈晓清

根据 Web of Science 引文索引数据库的检索结果，截至 2013 年 2 月 4 日，2012 年 SCI（E）收录我校文献 2175 篇，
其中论文 2157 篇，其他 18 篇。
2012 年，我校师生在学科群一流期刊（即 PNAS、NATURE 子刊、PRL、ANGEW、JACS 及其他影响因子大于 20 的期
刊）上发表论文 21 篇，占全部论文数的 0.97%，在一级学科一区期刊上发表论文 89 篇，占全部论文数的 4.13%；在一
级学科二区期刊上发表文献 713 篇，占全部文献的 32.99%；在一级学科三区期刊上发表论文 716 篇，占全部论文数的
33.18%。

表 1 2012 年各单位被 SCI（E）收录文献简况
（按 Web of Science 通讯作者署名单位统计）
系 别
数学系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物理学院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
化学化工学院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大气科学学院
环境学院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生命科学学院
医学院
工程管理学院
模式动物研究所
国际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所
现代分析中心
软件学院
商学院
信息管理学院
总
计

文献
总篇数
71
65
23
358
100
99
504
107
61
19
188
0
170
340
17
17
19
1
10
5
1
2175

学科群
一流期刊
文献篇数
0
0
0
8
0
1
9
0
0
0
0
0
2
0
0
1
0
0
0
0
0
21

一级学科
一区期刊
文献篇数
1
0
0
3
0
1
32
9
1
1
20
0
7
13
0
0
1
0
0
0
0
89

一级学科
二区期刊
文献篇数
15
33
2
123
26
46
232
25
11
7
53
0
56
61
6
6
7
0
3
1
0
713

一级学科
三区期刊
文献篇数
24
3
5
152
50
34
139
45
19
5
44
0
62
109
5
8
4
0
5
2
1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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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启动 973 项目“突发性强对流天气演变机理和监测预报技术研究”
撰稿人：大气科学学院
日前，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973 项目

明教授代表 973 项目组介绍了项目需要解决

“突发性强对流天气演变机理和监测预报技

的关键科学问题、项目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案， 握γ中尺度强对流触发及组织化演变过程的

术研究”启动大会在宁举行。973 项目顾问

并对团队组成、任务分工、项目的管理与运

规律及强对流天气的致灾机理，实现“二套

专家祝世宁院士，领域咨询专家胡春宏研究

行等进行详细部署。各课题负责人分别汇报

数据集、二个预报系统、一系列物理概念模

员、罗哲贤教授，科技部基础研究管理中心、 了本课题的研究内容、研究思路和方案、研

型、一个中青年研究团队”的总体目标，为

教育部科技司、南京大学等单位的领导和专

究目标等。与会专家对如何解决关键科学问

我国防灾减灾方略提供科学支撑，并在突发

家出席会议，该项目首席科学家薛明、项目

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性强对流天气预报的国际前沿领域做出贡献。

专家组成员、6 个课题负责人与学术骨干成
员等 70 余人参加会议。大会由项目首席科
学家薛明教授主持。

度强对流研究的难点问题开展攻坚研究，掌

该项目由南京大学作为第一承担单位，联合
北京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中国科学院
大气物理研究所、国家气象中心、浙江大学

谈哲敏副校长代表南京大学致欢迎辞，徐洪

和兰州大学 8 个高校和科研单位，围绕强对

副处长、周国栋副处长分别代表科技部基础

流天气系统的发生、发展、维持、消亡机理

研究管理中心和教育部科技司先后发言。薛

和监测、预报技术进行系统研究,重点对中尺

基金委《天然药源分子及其新作用特点》群体项目研讨会召开
撰稿人：南京大学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赵国琰
1 月 23 日，国家自然基金委群体项目《天然药源分子及

会上，生命科学学院的华子春、徐强、沈萍萍、赵权教授

其新作用特点》（下称“群体”）2013 年度第一次研讨

汇报了在重要信号通路与药物作用靶点方面的创新性研究

会在南京大学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召开。该“群

成果，讨论凝练了今后主攻方向，可望借助“群体”智慧

体”计划通过多学科合作、多技术集成策略发现天然药源

和学科交叉优势寻求更大突破。医学院的侯亚义和李尔广

分子并揭示其作用特点，为强化我国在本领域的国际领先

两教授结合其在感染与免疫调控机制方面的研究进展，畅

性质发挥重要作用。学术带头人谭仁祥教授特别邀请到美

谈了今后努力的方向，并计划发挥“群体”智慧诠释天然

国匹兹堡大学的解向群教授和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的张

药源分子及其模拟物的作用机制。物理学院的王炜和刘峰

卫教授到会点评并分别就药物靶点的生物信息学分析和海

教授做了《利用物理学思维分析解决重要生物学问题》的

洋药物研究进展作精彩演讲。“群体”骨干们就已有的科

报告，结合相关突破示范性地展现了生物物理概念和技术

研突破、遇到的新问题、应对新挑战的策略进行了宽松的

在预测药物靶点、蛋白质折叠及运动、信号通路揭示等方

交流和充分的讨论，内容涉及药物化学、药理学、免疫学、

面大有用武之地且效果独到。同时，多位年轻学者汇报自

生物物理学、生物信息学、酶学等多学科领域热点前沿科

己课题进展，体现了“群体”学术带头人和骨干们十分注

学问题。

重年轻人锻炼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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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政产学研合作平台 2012 年度研讨会召开
撰稿人：科技成果转化中心

1 月 9 日，南京大学政产学研合作平台研讨会在南京大学

校要支持，不要急于收获，合力形成服务社会的燎原之势。

镇江高新技术研究院召开。副校长潘毅，都有为院士、吴

陆林、李满春、张峻峰、朱俊杰、施毅、贾叙东、徐棣枫

培亨院士、张全兴院士，校长助理张序余、李成等服务地

等委员对平台的可持续发展、规范管理提出了具体建议。

方咨询委员会委员，以及各政产学研合作平台负责人出席
本次会议。会议由李成校长助理主持。

潘毅指出，平台建设是我校“服务江苏，面向全国”战略
的最重要体现，成立服务地方咨询委员会的宗旨就是为政

李成介绍了南京大学服务地方咨询委员会成立的目的和职

产学研平台发展出谋划策，为学校服务地方领导小组提供

责，宣读了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潘毅向全体委员颁发

建设性的专家意见，具体指导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的工作。

了证书。随后，平台负责人介绍了各自平台一年来的亮点

他要求，各平台要在地方上树立南大的良好形象，开拓思

工作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张序余结合此前调研的平台情况，

路勇于创新，坚忍不拔，直面困难，加强自身造血能力建

对平台现状总结了八个问题，分析了平台发展的四个阶段，

设和内部管理，做好平台各阶段发展规划。

提出平台建设思路的六个转变，建议平台在五个方面做出
提升。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技术转移中心）张晓东主任就
平台管理、平台专职科研队伍建设等方案做了详细的介绍。
服务地方咨询委员会委员从学校办学思路、促进学科建设、
平台自身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对平台的定位、运行和管理
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吴培亨院士指出，学校要将产学研相
结合作为南大办学的主体思路之一，平台要成为学校服务
社会的阵地，培养社会急需人才的载体，促进学科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支撑。都有为院士指出，平台建设还局限于省
内，与我校的地位不相称；平台的目标必须是市场导向的，
只有企业化才有生命力，要广泛利用社会资源；要加强平
台与学校的有机联系，发挥南大的基础研究优势，在校区
内建立产业孵化基地，面向所有平台组织应用研究队伍，
孵化南大基础研究成果，跨越基础研究与产业化之间的鸿
沟，优先在平台产业化。张全兴院士指出，平台建设是科
技成果走出学校、走向社会的星星之火，平台要坚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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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白俊峰教授课题组在金属有机骨架化合物选择
性吸附二氧化碳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日前，我校化学化工学院白俊峰教授课题组在金属
有机骨架化合物选择性吸附二氧化碳研究方面取得
重要进展，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在 2013 年 1 月出
版的期刊《美国化学学会志》上。
近年来，金属有机骨架化合物作为一类具有超高比
表面和结构可调控的新型孔性材料，其在战略性气
体（如甲烷，氢气及二氧化碳）的吸附分离及催化
等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得到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
注。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关注，使得越来越多的化学
工作者致力于对金属有机骨架化合物选择性捕获二
氧化碳的研究。相比于传统的采用液氨吸收二氧化
碳的方法，金属有机骨架化合物吸附二氧化碳的主
要作用属于物理吸附，具有很好的吸附-脱附可逆
性，因此在二氧化碳吸附后的释放上所需的能量更
低。对于如何提高金属有机框架化合物的二氧化碳
选择性，以著名化学家 Yaghi 为代表的课题组提
出了较为可行的策略。然而，这些策略在提高二氧
化碳选择性的同时，基本都会存在比表面积及孔体
积下降的情况。怎样能在提高金属有机框架化合物
对二氧化碳的选择性的同时，保持比表面积及孔体
积不发生变化？对此，我校化学化工学院白俊峰教
授课题组先后在《美国化学学会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和《化学通讯》
（Chemical Communications）等期刊上发表了
一些解决此问题的方案。
他们提出的策略以及主要的实验结果显示在图 1
和图 2 中。如图 1 所示，基于一个不含有金属开
放位点的具有（3，6）网络的金属有机骨架化合
物 SYSU, 通过改变配体吡啶基团上氮原子的位置，
设计合成得到了 NJU-Bai7。继而基于 NJU-Bai7，

通过引入不配位氮原子设计了 NJU-Bai8。由于不
存在原子数目的增多与减少，通过此策略得到的
NJU-Bai7 和 NJU-Bai8 两个金属有机骨架化合物
具有与 SYSU 大致相同的比表面和孔体积。然而，
由于配位点转移导致的孔道变窄以及不配位氮原子
引入引起的孔道内极性变化，使得 NJU-Bai7 和
NJU-Bai8 在低压区（约 0.15 bar）具有很高的二
氧化碳吸附量以及 CO2/N2 选择性（图 2a），并
且，NJU-Bai8 在高压区也具有更好的 CO2/CH4
选择性（图 2b）。此策略的提出，将可能为以后
设计合成具有二氧化碳高选择性的金属有机骨架化
合物提供一个全新的思路。该工作发表在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上（DOI：
10.1021/ja309992a）。这是白俊峰教授课题组
近十年来同其他课题组包括游效曾院士，潘毅教授，
黎书华教授，德国 Manfred 和美国 Zaworotko
教授在金属有机骨架化合物方面协同创新和深入研
究基础上取得的最新进展。以上工作得到了基金委
重点基金、创新群体基金和科技部 973 项目的经
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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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图片

图 1：通过转移配体的配位点调节孔尺寸以及引入不配位氮原子改变孔道极
性的策略，显著地提高了金属有机骨架化合物对二氧化碳的选择性。

图 2：在 298 K 温度下，SYSU, NJU-Bai7 和 NJU-Bai8 对二氧化碳，氮气
和甲烷的吸附曲线。a）0-1 bar；b）0-20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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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线粒体内硫化氢的快速检测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何卫江
众所周知，硫化氢（H2S）是一种有臭鸡蛋气味的有毒气
体，但是它是继 NO 和 CO 之后发现的生命体系第三个气
体信号分子。H2S 通过参与调节神经信号传递、舒张血管
平滑肌减轻高血压的作用，同时还具有抗氧化、抑制炎症、
减轻缺氧损伤等保护机体的功能。对 H2S 的生理功能的
研究在生命、化学和医药域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发展能
对细胞和活体内 H2S 水平进行快速跟踪和检测的方法对
该领域的研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作为生物和医学研究
中进行分子和细胞水平跟踪的重要技术，荧光探针法具有
灵敏度高、生物相容性好、便于操作等优点。自 2011 年
以来，H2S 荧光探针设计及其造影应用在国际学术界逐渐
形成热潮，而加快探针的响应速度实现对 H2S 的实时监
测、增强探针生理环境中对 H2S 响应的特异性和定量能
力是目前 H2S 生理功能研究急需解决的问题。
最近，化学化工学院郭子建、何卫江等基于部花青类染料
能被亲核试剂进攻的特性，利用 H2S 在生理环境中具有
较强亲核进攻能力的特点，将香豆素与部花青结合构筑了
一例高选择性的比例计量型 H2S 荧光探针 CouMC。该探
针在水溶液中探针能在 30 秒以内与选择性地对 H2S 响应，

导致其发射光谱中 652 nm 处的荧光逐渐减弱的同时在
510 nm 左右的荧光逐渐增强，实现了对 H2S 的比例荧光
响应，具备了对 H2S 的比例定量能力。同时 588 nm 吸
收峰的强度显著降低，溶液颜色由深蓝色变为几乎无色
（图 1）。 共聚焦造影研究表明该探针能够对活细胞中的
H2S 进行快速响应，并且具有线粒体靶向能力，实现了对
外源培育诱导的线粒体 H2S 快速变化（80 s）的跟踪造影，
对研究线粒体中 H2S 的生理作用有重要意义（图 2）。该
成果被德国应用化学 Angewandte Chemie (2013, 52,
anie.201207701)作为热点论文发表。
该项工作利用 H2S 对部花青的碳氮双键的强亲核能力，
不仅提高了 H2S 探针的选择性，显著缩短了探针的响应
时间，在活细胞中能实现对线粒体 H2S 的快速响应，初
具实时检测能力。同时还为发展比例计量型 H2S 荧光探
针提供了新的设计思路。该探针是国际上第一例具有线粒
体靶向功能的比例计量型 H2S 荧光探针，同时也是目前
对 H2S 响应最快的有机小分子探针之一。该项研究得到
了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国家基金委重
大研究计划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资助。

图 1（a）10 μM CouMC 探针在 PBS 水
溶液（含 2% DMSO, pH = 7.40）中对
NaHS（H2S 供体）响应导致的荧光光谱
变化和荧光变化照片；（b）25 μM 探针
在 PBS 水溶液（含 5% DMSO, pH =
7.40）中对 NaHS 响应导致的吸收光谱变
化和颜色变化照片。

图 2 CouMC 探针对 MCF-7 细胞线粒体
硫化氢的比例跟踪造影。右图显示染色细
胞继续进行 NaHS 孵化 10 min 后，绿色
通道(500-560 nm)和红色通道(640-700
nm)的荧光强度及其比值的时间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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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化工学院王新平课题组自由基化学研究进展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自由基是指含不成对电子的原子、分子或离子，如
双自由基分子氧气（O2 ）。自由基研究跟有机反
应机理、结构化学和功能材料化学密切相关，并且
渗透到物理学和生物医学领域，如有机超导材料四
硫富瓦烯（TTF）自由基阳离子盐和调节血管扩张
的单自由基分子一氧化氮分子（NO）等等。由于
含有一个不成对电子的自由基很活跃，大多数自由
基的寿命都非常短。 如何稳定短寿命的自由基是
该领域的重大关键问题。化学化工学院王新平教授
课题组最近成功稳定分离了首例苯胺和烷氧蒽自由
基阳离子。
苯胺自由基阳离子是许多有机反应的中间体，如氧
化偶联、聚合物合成、偶氮化合物合成、联苯胺重
排、质子转移反应以及各种亲核取代反应。 但是
由于高度的化学活泼性， 苯胺自由基阳离子及其
衍生物很难在溶液或固态中稳定。 课题组与合作
者利用叔丁基和弱配位阴离子的保护作用，成功地
稳定分离了一例苯胺自由基化合物，其在溶液和固
态中的稳定性被 EPR、 紫外光谱和单晶衍射所证
实（图一，Angew. Chem. Int. Ed. 2012，51，
11878 - 11881）。
苯经氧化后失去一个电子变成自由基阳离子，因为
Jahn Teller 效应，结构由原来的正六边形变为压
缩的 quinoid 结构或拉长的 bisallyl 结构。 理论
计算表明，这两种结构可以互相转变，只需要跨越
一个不太高的能垒。我们通过实验发现，升高或降
低温度可以使三叔丁基苯胺自由基阳离子的两种几
何构型发生相互转换（图二）， 在实验上证实了
有 机 芳 香 环 阳 离 子 自 由 基 随 温 度 变 化 的 Jahn
Teller 效应，同时表明芳香环的电子密度分布可以
由温度来控制。
自由基聚合有两种方式。一种是π-π聚合，已经报
道的并经过晶体结构分析的自由基二聚体均是π二聚体。另外一种是σ键聚合，是自由基聚合机理
的一个重要步骤。以噻吩聚合为例（图三），单体

经过氧化作用（化学氧化或电化学氧化）失去一个
电子，产生的自由基阳离子迅速通过电子配对形成
一个σ单键，成为正二价二聚体，然后失去两个氢
原子，得到中性二聚体。如此循环演绎，最后形成
聚合物。 因此，稳定单体自由基及其二聚体阳离
子可以有效控制聚合过程。然而由于这些中间体的
高度化学活泼性，σ-二聚过程 (图三红框部分)在实
验上缺乏强有力的证据。
课题组利用弱配位阴离子的保护作用，稳定了一系
列烷氧蒽的自由基阳离子，其特征和稳定性被顺磁
共振谱所证实。晶体结构解析发现在固态中自由基
通过σ-偶合形成一个二聚体阳离子，在实验上支
持了聚合物的自由基聚合机理。另外还发现这类二
聚是一个可逆过程（图四）。理论计算支持了以上
实验结果。 该项工作为人们研究自由基可逆聚合
机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分子模型，也为可控制备具
有功能特性的聚合物研究展示了一条新思路
（ Angew. Chem. Int. Ed. , 2013, 52 ，589592）。
以上论文第一作者均为课题组博士生陈小雨，已获
得唐敖庆化学奖和教育部学术新人奖。 合作者还
包括李一志教授、马晶教授、左景林教授、黄伟教
授、Philip P. Power 教授(UCDavis) 以及眭云霞
博士（分析测试中心）等。本课题组研究工作得到
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以及中
组部青年千人计划研究资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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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黄土碳酸盐研究取得新进展
撰稿人：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中国黄土与冰芯和深海沉积物一起，是世界第四纪古气候研究的三
大支柱材料。中国黄土的典型特征之一是较高的碳酸盐含量。黄土
中的碳酸盐矿物携带了重要的古环境演化信息。但是，由于原生碳
酸盐和次生碳酸盐的同时存在，加大了黄土碳酸盐古气候研究的难
度。
最近，表生地球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在黄
土碳酸盐研究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发表在地球化学顶级期刊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简称 GCA） (2013, 103,
26-35) 上。基于全碳酸盐的 Mg/Ca 和 Mn/Ca 比值，该研究提出
了一种快速方便的方法区分黄土中的原生和次生碳酸盐。弱酸溶解
可以提取与黄土碳酸盐结合的 Mg 和 Mn。研究发现，碳酸盐结合
态的 Mg 和 Mn 主要来自原生碳酸盐。由于 Mg2+和 Mn4+在碳酸
盐中的配分系数很低，次生碳酸盐中的 Mg 和 Mn 含量很低。黄土
全碳酸盐的 Mg/Ca 和 Mn/Ca 比值呈现良好的正相关，指示原生
碳酸盐和次生碳酸盐的混合（图 1）。

该发现对黄土研究具有多个方面的意义。1，原生碳酸盐的 Mg/Ca
和 Mn/Ca 比值证实阿拉善干旱区是黄土高原黄土的主要源区（图
1）。2，碳酸盐结合态 Mg 和 Mn 含量可以作为原生碳酸盐的溶解
指标，并初步反映出冰期－间冰期季风降水变化对碳酸盐溶解的影
响（图 2）。3）新的方法可以用来验证用作为古气候研究的次生
碳酸盐的纯度。研究发现钙结核、根状结核、细粒碳酸盐等这些过
去被认为是纯次生碳酸盐的材料都含有大量的原生碳酸盐。4）新
的方法还可以帮助解释基于全碳酸盐的古气候指标。研究发现全碳
酸盐碳同位素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原生碳酸盐与次生碳酸盐的比例。
因为原生碳酸盐和次生碳酸盐的氧同位素组成接近，全碳酸盐氧同
位素受原生碳酸盐的影响不大。5）新方法还验证了红粘土中次生
白云石的存在。
该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项目、面上项目、青年基金项
目和南京大学登峰人才 B 层次计划联合资助。

图1

Mg/Ca、Mn/Ca 比值指示
原生次生碳酸盐的混合。

图2

碳酸盐结核态 Mn、Mg 反映
古气候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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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的宏观特征之一。同时，对比相分离前

MgSO4-H 2O 体系液-液不混溶现象原

后ν1(SO42-)光谱特征后发现，相分离发生后
在富集 MgSO4 的流体相 F1 中发现了 SO42-

位观测及其地质、地球化学意义

位于 1020 cm-1 左右的特殊峰位(图 2)，这

撰稿人：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小林

不同的硫酸盐络合形式反应活性不同，该研

应该是 Mg2+-SO42-聚合物的特征峰位。

究成果一方面为 Mg2+和 SO42-之间的聚合作
用提供了实验依据；另一方面，也为
MgSO4 参与下的硫酸盐热还原模拟实验数据
解释提供了基础实验数据。该项研究得到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青年基金项目、
面上基金项目的联合资助。

图1

还原作用机理与动力学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19.36 % MgSO4 溶液沿气液线加热过程中

然而，目前对于 MgSO4-H2O 体系的相行为

的相变记录。当温度升至 259.5℃时，原先

描述仅限于低温范围内，缺少高温条件下相

的均一溶液(a）相发生不混溶现象(b)，分离

行为的相关数据。此外，尽管实验研究与理

出两个相：流体相 F1 分散于流体相 F2 中。

论计算推测 Mg2+ 和 SO42- 会形成复杂的聚

加热过程(b~d) 与随后的降温过程(e，f) 中，

合物，但是尚缺少可靠的实验数据支持。

分散的流体相 F1 逐渐拼合以形成较大体积
的 F1。继续降温(g)，流体相 F1 与 F2 的边
界逐渐淡化，最后成均一溶液相(h)。

本项研究应用熔融毛细硅管合成包裹体和激
光拉曼光谱原位分析技术，开展高温(~ 350
ºC)条件下 MgSO4-H2O 体系相行为研究。
首次发现 MgSO4-H2O 体系低温液-液相分

图2

态还原到低价态，并产生 H2S、H2O 以及

离现象(~260 ºC)。该成果发表在 2013 年的

(a)5.67% MgSO4 溶液发生相分离后流体

CO2 （或者碳酸盐）等的过程。硫酸盐热还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上

相 F1 与 F2 的拉曼光谱，可以看出 F1 富

原作用发生的条件与广度对于地质条件下油

(2013, 103, 1-10)。在加热过程中，原有的

集 MgSO4 而 F2 贫 MgSO4；(b)不同温

气的保存至关重要。已有研究表明，Mg2+

MgSO4 水溶液会分离出不混溶的两个流体相

度条件下 5.67% MgSO4 溶液ν1(SO42-)

对于硫酸盐热还原作用的发生具有促进作用。 (图 1)。拉曼光谱原位分析显示，不混溶的两

峰；(c)5.67% MgSO4 溶液均一溶液相ν

硫酸盐热还原作用是含油气流体将硫由高价

因此，关于 MgSO4 流体性质的研究，尤其

个流体相在成分上分别富集 MgSO4 (Fluid

1(SO42-)峰解卷积拟合结果；(d)相分离后

是 MgSO4-H2O 体 系 相 行 为 和 Mg2+ 与

F1)和贫 MgSO4 (Fluid F2) (图 2)，该相行为

流体相 F1 中ν1(SO42-)峰解卷积拟合结果。

SO42- 络合形式的研究，对于认识硫酸盐热

具有典型的低临界溶液温度现象，是聚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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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Healthcare Materials》发表王炜教
授课题组的最新实验研究成果
撰稿人：物理学院 曹毅
近日，《Advanced Healthcare Materials》在线发表了王炜教
授课题组与医学院魏继武课题组合作的题为“One-Step Photo
Synthesis of Protein-Drug Nanoassemblies for Drug Delivery”
的 实 验 研 究 论 文 (http://dx.doi.org/10.1002/adhm.201200285) 。
论文第一作者是谢金兵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是秦猛副教授和王炜
教授。《Advanced Healthcare Materials》杂志是《Advanced
Materials》杂志中与生命交叉学科相关热门课题方向新的专辑。
纳米药物体系是指通过物理或化学方式将药物分子装载在纳米材料
载体上，形成药物-载体的复合体系。它能够显著提高靶区的药物
浓度，并降低药物的不良反应，同时还能提高难溶性药物在水溶液
中的溶解性并将药物分子靶向递送至特定的细胞或器官部位。近年
来，新型纳米载药体系在医学上的应用使得相关疾病特别是肿瘤治
疗进展迅速，这也使其成为目前纳米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前沿和热
点。而利用生物相容性高的蛋白质作为抗癌药物的载体是新型载药
体系最好的选择，但其自组装过程复杂，可控性一直以来是相关研
究的瓶颈。

王炜教授课题组在他们前期有关紫外光控蛋白质自组装聚集研究基
础上，进一步开展了蛋白质层次紫外光照新的诱发纳米粒子形成与
聚集机制的研究，创新性地将抗癌药物（阿霉素）引入到蛋白质自
组装体系中，通过光控条件实现了“一步合成”蛋白质包裹药物的
蛋白质纳米粒子载药体系的制备。他们应用物理光控的方法不仅能
够实现对蛋白质和药物复合系统自组装的主动控制，还能够有效避
免传统化学合成方法所引入新的杂质的不足，是可控蛋白质自组装
研究的一大突破。特别是，使用该方法合成的纳米粒子具备对低
pH 和还原环境（肿瘤环境）的较强敏感性，以及在体内实验对肿
瘤的较好靶向性，使其非常适合应用在肿瘤治疗相关的研究中。另
外，因该纳米粒子表面含有丰富的巯基，容易与肿瘤靶向分子结合，
可为主动靶向性输运研究提供良好的条件。
该项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攀登学者项
目以及江苏省优势学科项目的支持。

图 1 利用紫外光

图 2 蛋白质-抗

照的物理方法，

癌药物纳米粒子

一步合成蛋白质

在小鼠体内靶向

和抗癌药物复合

到肿瘤部位。

纳米粒子。

图3

A．蛋白质载药纳米粒
子。 B. 药物缓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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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龙教授课题组在光催化分解水制氧领域获重要进展
撰稿人: 物理学院 沈剑沧
物理学院吴兴龙教授课题组在光催化分解水制氧领域获重
要 进 展 ， 相 关 研 究 成 果 “ Enhanced Photocatalytic
Oxygen Evolution by Crystal Cutting”已在线发表在
《 先 进 材 料 》 （ Advanced Materials ， DOI:
10.1002/adma.201203864）上，第一作者为博士生孙
敏，通信作者为吴兴龙教授。
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即将到来的化石
能源枯竭，新的可再生能源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其
中利用太阳光光催化分解水制氢制氧从长远角度来看是解
决人类环境和能源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 然而，目前的
半导体光催化材料有着各种各样的弊病，其中最主要的两
个问题：一是许多优秀的光催化材料只对紫外光波段有响
应，导致可见光波段的光没有被利用，二是许多材料光催
化稳定性较差，表面易发生氧化还原反应，阻止了催化反
应的持续。

吴兴龙教授课题组在对大量氧化亚铜（Cu2O）等多面体
纳米颗粒光催化性能研究的基础上，首先通过理论计算预
测了具有面心立方结构并且极易形成纳米颗粒的半导体材
料--氧化铟（In2O3,带隙宽度 2.8eV）的{100}晶面，在可
见光激发下相比较其它如（110），（111）晶面及体内
更能够聚集光生空穴，进而能够在电场驱动下高效地分解
水产生氧气。在实验上，通过一系列的实验控制，首次大
面积地成功生长出截角的氧化铟微米级八面体颗粒，光电
化学测试很好地符合了理论的预测。这个工作不仅找到了
一种新的高效光电化学材料，而且从原理上指出了可通过
对半导体微纳结构材料的表面切割，获得增强的光电化学
催化效果。该工作得到了 Adv. Mater.审稿人的高度评价，
认为这个结果会引起化学及材料领域的广泛兴趣。该工作
得到国家重点基础发展基金“973”项目和江苏高校优势
学科建设工程项目的资助。

图 2 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和电流密度和外
加电压的关系

图 1 氧化铟氧八面体结构示意图和各个面上的原子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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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流期刊论文精选
《Nature》杂志精选：科学家合成新材
料硬度超钻石
撰稿人：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3 年 2 月 16 日
1 月份出版的《自然》杂志撰文指出一种最新材
料已超越了钻石的硬度。
科学家最新人工合成纳米等级的立方氮化硼，其
硬度已超越钻石，成为世界上最硬的物质。
来自芝加哥大学等多所高校科学家组建的一支研
究小组指出，超硬材料立方氮化硼是将氮化硼微
粒压缩成一种超坚硬物质形式。科学家测试结果

15GPa，大约承受汽车轮胎压力值的 6.8 万倍，

强度的平均尺寸是 4 纳米，但相应的结果立方

显示，这种透明的材料甚至超越了钻石的硬度，

这种晶体材料将重组，形成纳米结构。

氮化硼在高温环境下非常稳定。

在纳米晶体结构下，邻近的原子共享一个边界，

未来这种超硬材料与当前商用较低硬度的立方氮

这就像是一些公寓住宅。为了使这种材料变得更

化硼价格相当，或许未来可用于机械加工、碾磨、

加坚硬，科学家降低了这些微粒的体积，从而使

钻探、切削工具，以及用于制造科学仪器。

其维氏硬度达到 108 GPa，而合成钻石的维氏
硬度为 100 GPa，并且该材料是商用立方氮化
硼硬度的两倍。
这种材料的最大秘密在于纳米结构，研究人员开
始使用类似洋葱结构的氮化硼微粒(像俄罗斯套
娃 玩 偶 结 构 ) 在 1800 摄 氏 度 高 温 下 压 缩 至

它变得更加坚硬，无法被刺穿。
田永军解释称，这种纳米结构可以使物质变得更
坚硬，难以被刺穿，对于氮化硼而言，维持特征

的长期稳定性，这在此前从未实现过。操作组件寿命的增长是因为只采用了

《Nano Letter》杂志精选：科学
家制成彩色高效硅基发光二极管

同一尺寸的纳米粒子，这能有效增强敏感的薄膜元件的稳定性，而可导致短
路的过大尺寸粒子则被排除在外。
此款彩色硅基发光二极管还具有不含有任何重金属的优势。与其他使用硒化

撰稿人：科技日报 2013 年 2 月 21 日

镉、硫化镉或硫化铅的研究小组不同，科研团队此次采用的硅纳米粒子完全
不具毒性，而且地球上的硅储量丰富，成本低廉，更有利于硅基发光二极管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2 月 18 日报道，硅纳米晶体的尺寸仅为几纳米，却具有
很高的发光潜力。现 在，来自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KIT）和加拿大多
伦多大学的科研人员借助硅纳米晶体，成功制造出了高效的硅基发光二极管
（SiLEDs），其不含重金属，却能够发射出多种颜色的光。相关研究报告
发表在近期出版的《纳米快报》杂志上。
硅虽然在微电子和光伏产业占据着主导地位，但长期以来其却一直被认为不
适合发光二极管的制 造。然而，这在纳米尺度却并非正确，由成百上千的
原子构成的微小硅纳米晶体能够产生光线，也具备成为高效光发射器的巨大
潜力。迄今为止，硅基发光二极管的 制造一直局限于红色的可见光谱范围
和近红外线，因此制造可发出彩色光的二极管可谓绝对新颖。
KIT 科学家发现，通过采用不同大小的单分散的纳米粒子，能够改变二极管
所发出光的颜色。 其可由深红色光谱区域调谐至橘黄色的光谱区域，外量
子效率亦可达 1.1%。值得一提的是，制成的硅基发光二极管具有令人惊讶

的进一步发展。
此外，研究人员表示，随着液态处理的硅基发光二极管或能以低成本大批量
制成，纳米粒子“群体”也将进入新的领域，相关潜力将难以估计，而教科
书上有关半导体元件的描述或许也将被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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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流期刊论文精选
《Nature Chemistry》杂志精选：
铁基催化剂可降低燃料电池成本

和铁作为催化剂，可以快速分割氢达到每秒两个

子构成，研究中需用催化剂先拖拽走一个质子并

分子，接近商业催化剂的效率。

将其发送，而之后其会被一种叫做质子受体的分

燃料电池是通过氢使化学燃料中的电子发电：一
大块金属的铂作为催化剂，爆裂一个氢分子如同

撰稿人：科技日报 2013 年 2 月 19 日

炸开个鸡蛋，像蛋清一样的白色电子“淌”出形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2 月 18 日（北京时间）报道，

因此化学家不能简单地用更便宜的铁或镍取代这

成电流。由于铂特殊的化学性质能够做到这一点，

子捕捉。在实际的燃料电池中，这种受体将被氧
化。一旦最初的质子 与其电子之间的拉拢力量
消散，电极便会很容易拽掉第一个电子。然后，
另一个质子和电子也同样会被移除，这样，两个
电子就会穿梭于电极间。

美国能源部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

种昂贵的金属。然 而，一种存在于自然界中被

通过实验的设计，研究团队测定了催化剂分裂氢

首次采用铁基催化剂快速、高效分裂氢气发电，

称为“氢化酶”的分子可使铁分裂氢。

分子的速度，最高值大约每秒可以分裂两个分

使燃料电池的成本大大降低。该研究成果刊登在
最新一期《自然—化学》在线版上。

布洛克和同事受到氢化酶运用铁作为催化剂的启
发，首先创造了几个潜在的分子用于测试；然后

该实验室分子电催化中心带头人、化学家 R.莫

对于表现最佳的分子确定其形状和调整内部电子

里斯•布洛克说，现在燃料电池采用铂作为催化

的力量，以取得更多的改进。

剂，其缺点是价格要比铁超出 1000 倍。而他的
研究小组已经开发使用较为便宜的金属，如将镍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早期过程中不均衡地分离

子。此外，研究人员还确定了其过电压，以衡量
催化剂的效率。结果显示，过电压达 160—220
毫伏，显然已经具有商业催化剂的效率。研究团
队目前正在设法 减缓这些反应步骤，以便也可
加快其速度，以及确定在最佳条件下掌控该催化
剂的执行效果。

氢分子。鉴于一个氢分子是由两个质子和两个电

《Science》杂志精选：日本 3•11 大地震后海啸成因被发现
撰稿人：新华网 2013 年 2 月 10 日

日、法、美、英 4 国研究人员在新一期《科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发现，

研究人员认为，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日本东北近海，同样也会出现在其他海

伴随日本 2011 年 3 月 11 日的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太平洋海域地震震源

沟型大地震发生的海 域。他们计划下一步分析岩芯样本，并通过设置在钻

区的地层应力大规模释放，这一变化能够解释为何震后会出现如此巨大的海

探孔内的温度计数据分析地震发生时产生的摩擦热等，把握板块交界处断层

啸。

的摩擦特性，全面了解海沟型大地震 发生的机制，为预测将来可能发生的

通过“地球”号深海探测船对日本东北地区太平洋海域的钻探，日本海洋研
究开发机构的研究人员获得了大地震发生后海底地层的有关数据。这次调查
钻探地点是震源区日本宫城县牡鹿半岛约 220 公里外海底的海沟轴附近，
水深 6889.5 米。
“地球”号钻探深度达海底以下约 850 米，贯穿了北美板块和太平洋板块
的交界面，钻取了圆 柱状的地层样本。研究人员分析样本和钻探后的钻洞
所受的力，并与地震前的调查所获数据进行对比。他们发现，海沟轴附近应
力的状态已由地震前太平洋板块俯冲 带来的西北－东南方向的挤压，转变
成了西南－东北方向的拉伸。
研究小组认为，海沟轴附近地层的应力状态发生这样的变化，证明此前积蓄
的应力在地震时几乎全部释放，这种大规模的应力释放可能是“3•11”大
地震后海啸的成因。
这一研究在世界还是首次，它证明了此前认为不会积蓄能量、不会发生地震
滑动的海沟轴附近断层，也同样会积蓄能量，发生大规模滑动。

东海、东南海、南海地震及其引发海啸的规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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