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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基于“发展仿生金属催化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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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喜获 2 项 2014 年度国家科技奖
撰稿人：新闻中心 齐琦
2015 年 1 月 9 日,从北京召开的 2014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传来喜讯：我校获得 201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
项和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1 项。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的是南京大学邹志刚教授等完成的研究成果《可见光响应光催化材料及在能源与环境中的应
用基础研究》。本项目围绕光催化材料的设计、制备、反应机理及其应用基础展开研究。可见光光催化分解水制氢的太
阳能转化效率达到世界最高值，在国际光催化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我国在国际光催化领域的标志性成果之一。项
目推动了光催化技术在太阳能转化为碳基燃料以及在难降解有机污染物等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进程，相关研究工作发表
SCI 论 文 120 篇 （ IF>6 的 29 篇 ） ， 研 究 成 果 被
Science、Chem Rev、Chem Soc Rev 等国际著名期刊
的 SCI 他引次数达到 1109 次，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30
项。
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
新中心李满春教授团队领衔完成的“南海及周边地区
遥感综合监测与决策支持分析”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二等奖。该项目研究取得了从动态监测技
术、到综合数据仓库，再到评价模型库群，最后集成
到决策支持平台的一系列成果；建成了南海及周边地
区长时间序列、全覆盖的对地观测数据集与遥感信息
产品集，总数据量达 TB 级；开发了岛礁、石油开发
平台等专题目标遥感信息提取与反演系列算法，构建
了岛礁战略地位评价、航道安全评价等成系列遥感评
价模型；实现南海遥感从局部到整体、从静态到动
态、从单一到系统的技术与服务跨越。该项目实现了
多方面的科技创新：一是突破异质、时变环境下南海
自然与人工目标识别关键技术，系统构建适用于多平
台、多尺度遥感监测的南海珊瑚岛礁地貌分类体系，
实现南海遥感动态监测；二是突破资料诊辨、过程重
建、时空基准统一、地理关联匹配等数据建库关键技
术，建成“陆海兼备、历史与现状统一、自然与人文
融合”的南海综合数据仓库；三是突破南海分析评价
模型库群研建关键技术，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南
海综合决策支持分析平台，编制《中国南海主权态势
演变图集》。
据了解，自 1999 年国家奖励制度改革以来，南京大学
获得的国家自然科学奖项目总数位居全国高校第三。

邹志刚教授不李满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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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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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我校高水平论文发表取得优异成绩。我校师生以通讯单位为南京大学在超一流和学科群一流期刊上发表论文 60
篇。其中，我校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施勇教授在《Nature》期刊上发表论文 1 篇，来自物理学院、化学与化工学院、电
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生命科学学院、模式动物研究所的师生们在
Nature 子刊上发表论文 18 篇。Nature 及 Nature 子刊的论文数量是 2013 年的 1.9 倍。

南京大学 2010-2014 年发表的超一流和学科群一流期刊论文数量对比列表（单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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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 2014 年超一流和学科群一流期刊论文单位分布列表（单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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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南京大学 201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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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014 年发表的超一流期刊及
学科群一流期刊论文总数的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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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合作完成的科技项目入选 2014 年度“中国高等
学校十大科技进展”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刘浩
由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评选的 2014 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日前
揭晓。经过教育部组织的形式审查、初评、终评和公示，共有十个高校科技项目，最
终获评本年度高校科技十大进展。由北京大学梅宏院士和我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吕
建院士领衔的团队完成的“网构软件理论、方法与技术”是十个获奖项目之一。
当前，互联网正在逐步演化成一个全球泛在的计算平台，其开放、动态和难控的特性
对软件技术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挑战。由梅宏院士和吕建院士领衔的团队从 2000 年开始率先从软件角度探讨互联网计算，
提出一种互联网软件新范型——网构软件，并在国家 973 计划连续两期项目的支持下，建立了一套网构软件技术体系，
取得一系列重要突破：构造了一个开放、协同的网构软件模型，用以描述和规约自主性、协同性、演化性、情境性、涌
现性和可信性等互联网应用新特性；提出了支持按需协同和在线演化的容器系统结构及相关机制，支持系统自治管理，
设计实现了网构软件的运行时支撑平台；提出了全生命期软件体系结构驱动的网构软件开发和演化方法。
作为中国学者自主提出的学术理念，网构软件研究整体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在软件构件、软件体系结构、软件自适应等
技术上处于国际领先行列。在软件领域顶级国际会议和期刊发表近百篇学术论文，十多次入选最佳／优秀／亮点论文，
数十次在国际会议上做主题/特邀报告；获得一批中国发明专利，形成多项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研制的工具和系统在
国内外众多大中型信息系统中得到应用。我校吕建院士主持完成的“网构软件技术、平台与应用”科研成果先后于 2010
年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技术发明奖一等奖”、2011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江苏地区基金联络网 201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
托单位管理工作会议在我校成功召开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褚怡春
江苏地区基金联络网 201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管理工作会议于 12 月 24 日在我校召开，此次会议由江苏地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络网主办，南京大学承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财务局郑仲文局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计划局谢焕瑛处长与会，并分别为会议作了有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和财务方面的重要报告。我校一直是江苏地
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络网的网长单位，校长助理李成教授出席了本次会议。参会的代表主要来自江苏地区包括高校、
科研院所等 86 个依托单位的主管科技的领导和基金主管，以及我校各相关院系的科研院长（主任）和科研秘书，共 150
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由科技处副处长杨永华教授主持。
会上，首先由李成校长助理代表学校和联络网各成员单位对与会代表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长期以来对江苏地区科技事业的关心表示感谢，并对我校近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资助情况向与会代表做了介绍。
郑仲文局长、谢焕瑛处长应邀做了大会专题报告。郑仲文局长以“贯彻国务院 11 号文件精神，加强科学基金项目资金管
理”为题，对科学基金预算编制、资金拨付、直接间接费用管理、结转结余资金管理方面提出了要求，同时对科学基金
项目资金管理办法的相关内容做了具体解读。谢焕瑛处长详细介绍了“201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工作概况及
2015 年度申请注意事项”。江苏地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络网网长高翔介绍了“2015 年科学基金信息管理系统的调整与
变化”。此次会议对于做好 2015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作用。
最后，基金委领导对会议代表就经费管理政策、经费使用的注意事项等问题进行了解答。此次会议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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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参加江苏省重点实验室建设经验交流会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华晔
江苏省重点实验室建设经验交流会近日在南京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国家和省级重点实验室代表汇聚一堂，共商如何以
创新驱动促进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再上台阶。我校李成校长助理、科技处周元副处长以及各国家重点实验室、省重点实验
室负责人和工作人员 20 余人参会。
大会解读了江苏省重点实验室评估指标体系，通报了 2014 年省重点实验室绩效评估结果并表彰了优秀省重点实验室及依
托单位。我校江苏省光电信息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与江苏省纳米技术重点实验室获评优秀，我校同时被评为依托单位先
进集体。我校江苏省光电信息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等 7 家省重点实验室主任在会上做了典型建设经验介绍。
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省政府党组成员、省科技厅厅长徐南平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他着重强调重点实验室建设的重要
意义，从管理和建设两个层面提出具体要求。一要加大重点实验室建设管理力度。通过完善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程序，
进一步提高评估工作的科学性，对评估优秀和良好的重点实验室给予相应开放运行和基本科研业务费，坚持淘汰评估不
合格（3-5%）的重点实验室。二要不断提升重点实验室建设水平。坚持战略意识，全省重点实验室要坚持围绕国家战
略、国家安全及江苏地方发展的重大需求，凝练出重点实验室的中长期战略目标和重大科学问题，组织团队开展持续、
深入、系统研究，而不仅仅是几个高水平教授的简单结合和成果的拼盘。坚持基地意识，使重点实验室成为聚集和培养
优秀科技人才、开展高水平学术交流、具有相对集中的研究场所、先进的科研设备、具有良好创新文化的科研基地。
为进一步加强江苏省重点实验室评估工作，江苏省科技厅今年颁布了《江苏省重点实验室评估规则（试行）》，规则规
定：三年为一周期，针对所有依托科教单位建设期满的省重点实验室（含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进行
评估，定期评估与年度考核相结合，评估材料包括每年填写提交的年度报告、年度考核报告和三年工作总结。评估主要
考察四个方面：研发条件与能力、团队建设与人才培养、研究水平与贡献、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其中研发条件与能力
重点考察依托单位研发投入情况，要求依托单位投入稳定的经费保障实验室正常运行。科技厅对运行绩效优良的平台在
本评估周期内每年给予相应的开放运行和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主要用于自主选题研究、人才引进及开放合作等。

我校承担的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研究与项和创新学者攀登项目顺
利通过财务审计验收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华晔 孙旭
2014 年 11 月 10 日，江苏省科技厅审计处对我校 5 个 100 万元以上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研究专项和创新学者攀登项
目进行了现场审计。科技处相关领导以及各项目组负责人和成员 20 多人参加了此次检查工作。
各项目组就项目完成情况和经费使用管理情况依次向审计组进行了汇报，审计组查阅了有关技术文件、经费预算与决算
材料，并抽查了相关财务凭证，对项目总体实施情况以及经费支出的合理性、合规性给予了充分肯定。
同时江苏省科技厅审计处审计组对我校科研经费管理工作提出了希望，希望我校强化科研经费管理，大力宣传最近出台
的国家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杜绝在专项经费中报销餐费、礼品等与科研无关的费用，今后科研经费分为直接费用和间接
费用，直接费用开支要符合国家政策要求，直接费用中不得开支办公用品、办公电话费、物业费、研究生答辩费、专利
维护费、无明确预算的通用设备等，严格按预算使用科研经费。
通过此次科技厅的科研经费专项审计，提高了我校科研经费管理水平，促进我校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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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冯康教授开创辛几何算法三十周
年学术活劢在南京大学隆重丼行
撰稿人：数学系
1984 年全国“双微”会议上冯康院士首次提出了“哈密尔顿系统的辛几何算法”。这一开创性的研究在国际上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三十年来，保结构算法的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保结构”的思想对“高振荡微分方程、延迟与随机微
分方程”等的算法构造及相关 B-级数理论研究产生深远影响，并在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分子动力
学、油气勘探、热核聚变等科学与工程领域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为了缅怀冯康院士在该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加
强国内外同行的交流与合作，南京大学数学系吴新元教授和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唐贻发研究员联合组织了在南
京大学召开的“第四届微分方程数值分析国际研讨会（ICNADE）”（2014 年 5 月 8 日至 10 日）和“2014 南京微分方
程保结构算法研讨会”（2014 年 11 月 28 日至 30 日），会议的主题是微分方程保结构算法最新进展。第四届微分方程数
值分析国际研讨会组织学术交流报告二十四场，2014 南京微分方程保结构算法研讨会组织学术交流报告十四场。新西兰
奥克兰大学 John Butcher 教授、湖南师大陈传淼教授、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洪佳林研究员、英国剑桥大学
Arieh Iserles 教授、德国卡斯鲁大学 Tobias Jahnke 教授、英国肯特大学 Elizabeth Mansfield 教授、西班牙巴利亚多利德
大学 Jesus Maria Sanz-Serna 教授、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尚在久研究员、美国贝勒大学 Qin Sheng 教授、西班
牙萨拉曼卡大学 Jesus Vigo Aguiar 教授等著名专家应邀参加了这两次活动并作学术报告。

科技部发布 2014 年化学领域国家
重点实验室评估报告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斲嵘
2014 年，科技部委托中国化学会对化学领域 26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进行了评估。我校
“现代配位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与“生命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均取得良好
成绩。
根据该评估报告，2009-2013 年 5 年间，化学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取得了丰硕成果，培养引进了大批优秀人才，开展了
一系列有影响的国内外合作研究，成为我国化学领域自主创新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对化学学科发展起到了引领
作用，为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5 年间，26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承担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科
技支撑计划等国家级科研项目 3000 余项，总经费 37.3 亿元，占总经费的 62%；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7 项，技术
发明奖二等奖 11 项，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6 项，分子反应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张存浩获 2013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
获国内和国际专利授权 3300 余件；5 年内新当选中国科学院化学学部院士 9 名，新增在国际学术组织任职或在国际学术
刊物担任主编、副主编、编委或顾问编委等职务 116 人，新增杰青获得者 56 名，新增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创新研
究群体”25 个，引进“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19 人，“青年千人计划”28 人；开展国际合作计划（项目）320 余
项，合作经费达到 3.4 亿元；设置开放课题近 2000 项，投入经费 1.2 亿元；共承办国际性学术会议 128 项，区域和双边
性学术交流活动 109 项，国内学术会议 110 项。
评估发现，化学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主要问题有两点：一是聚焦重大前沿科学问题引领科学发展方面有待提高，重大原
创性科研成果产出不够多；二是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平台开展合作研究不够，协同创新有待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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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全国生物安全学术研讨会在我校隆重召开
撰稿人：生命科学学院
2014 年 12 月 27 日，全国生物安全学术研讨会在我校鼓
楼校区科技馆二楼报告厅隆重召开。会议以“生物安全：
环保与健康”为主题，由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学会生物安全
分会主办，我校生命科学学院、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
验室承办，江苏省遗传学会协办。我校中科院院士吕建副
校长出席开幕式并致欢迎词。出席本次会议的主要领导和
全国著名专家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农业大学原校长盖
钧镒教授，中华预防医学会生物安全与防护装备分会主任
委员、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原副院长黄培堂少将，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专项技术总师、中
国农业生物技术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科学院万建民研
究员，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学会原名誉理事长、农业部科技
司原总农艺师朱鑫泉先生，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副巡视员
许钧先生等。开幕式由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学会副理事长兼
生物安全分会理事长、我校生命科学学院杨永华教授主
持。

院士作为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学会生物安全分会的科学顾
问，在开幕式的最后作了重要讲话，他重点剖析了生物安

全的涵义以及从学术和公众角度解译词义的差异，强调加
强我国生物安全研究的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
随后，国家“转基因”重大专项技术总师万建民研究员和
黄培堂将军分别作了题为《转基因作物研究与产业化》、
《生物安全—新的机遇和挑战》的特邀大会报告。他们两
位著名专家分别从农业、人口健康两个角度系统分析并阐
述了我国生物安全的所处的形势、面临的任务、挑战以及
对策，这为进一步加强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研究与管理
工作，推动国家重大专项工作的深入健康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指导意义。

开幕式上，吕建副校长首先代表学校对 2014 全国生物安
全学术研讨会在我校顺利召开表示最诚挚的祝贺，并向前
来参加本次会议的各位来宾、专家和代表表示最热烈的欢
迎和衷心的感谢。吕校长在致辞中重点指出将代表全国生
物安全科学研究最高水平的学术大会选择在我校召开，显
示了各级领导和专家对南京大学的信任和关爱，真诚希望
各位专家能对我校生命科学的学科建设、生物安全领域的
科学研究多提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吕校长还简明扼要地介
绍了我校的渊源传承和学校近几年的学科建设、科学研究
的发展状况和成就。许钧副巡视员代表江苏省科学技术协
会对本次大会能在江苏、在我国久负盛名的百年名校--南
京大学隆重召开表示热烈和衷心的祝贺，希望这次研讨会
能为促进我省生物科研的高效交流，推动我省乃至全国生
物科技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盖钧镒

会议学术交流主要以大会报告方式进行，除了上述两个特
邀大会报告外，会议还安排了 16 个内容丰富的大会报告
在会上进行交流。这些报告均受到与会代表的欢迎，特别
是报告中的原创、新颖部分尤其激起大家的兴趣，引发热
烈的提问与讨论，收到了很好的学术交流效果。
会议共收集到会议论文 62 篇，并汇编成会议论文集。
会议最后还举行了简短的闭幕式，由我校杨永华教授代表
中国农业生物技术学会生物安全分会作了简要的会议小结
和评述。
出席本次会议的代表共 110 多人，主要来自全国有关高
校、科研机构从事生物技术、生物安全的专家学者以及我
校生命科学学院的部分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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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教授入选“江苏省第六届十大杰出与利发明人”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虞斌
近日，江苏省第六届十大杰出专利发明人评选结果揭晓，我校环境学院李爱民教授榜上有名。

IDEA

2014 年，江苏省知识产权局、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省教育厅、省科学技术厅、省财政厅、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省科学技术协会、省发明协会联合开展江苏省第六届十大杰
出专利发明人评选活动，旨在弘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鼓励创新的时代精神，激励发明创造，
促进专利技术的转化运用，表彰和奖励为江苏省发展创新型经济、建设创新型省份做出突出贡献
的专利发明人。经过推荐申报、网上评审、公众投票、现场评审和综合评审等程序，共评审出 10 名“江苏省第六届十大
杰出专利发明人”、10 名“江苏省第六届十大优秀专利发明人”。其中，我校环境学院李爱民教授荣获江苏省第六届
“十大杰出专利发明人”称号，同时也是继我校张全兴、任洪强、张志炳教授之后再次斩获该项荣誉。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通报一批近期查处的科研丌
端行为典型案例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高翔
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在京再次召开“捍卫科学
道德，反对科研不端”通报会，通报 2013—2014 年度查
处的科研不端行为典型案例。这是继 2013 年 8 月国家基
金委“捍卫科学道德，反对科研不端”通报会后，又一次
召开关于科学不端行为查处通报会，旨在进一步凝聚各方
力量，净化学术环境，营造捍卫学术道德的社会舆论氛
围。近五年来，基金委共处理科研不端行为案件 227 件，
对 195 人及 11 个依托单位做出了相应处理，共撤销已获
资助科学基金项目 74 项。
国家基金委主任杨卫院士在发言中指出，监督工作是科学
基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基金委历来重视科研诚信
建设，多年来逐步形成了教育、制度、监督和惩治并重的
科研诚信建设体系。为保障科学基金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
了坚实保障。对科研不端行为“零容忍”是基金委一以贯
之的态度，对收到的每一起投诉举报，国家基金委监督委
员会都逐一认真分析，撰写初核报告，对线索具体或证据
明确的投诉举报开展调查处理。特别是近年来，为加大对
科研不端行为的监管、打击力度，国家基金委在受理投诉
举报的同时进行“主动出击”，依托自主研发的“项目相
似度检查系统”，查处了一批抄袭剽窃、弄虚作假、重复
申请、申请书买卖等科研不端行为的典型案例，共对 71

人做出了内部通报批评、通报批评、取消一定期限内申请
资格的处理决定，有效避免了重复资助，对科研不端行为
起到了震慑作用，切实维护了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的公平公
正。
杨卫主任特别强调，对科研不端行为的整治与惩处只是一
种处罚手段，要在源头上遏制此类行为，必须要加强制度
监管，同时进行科研诚信的宣传教育。国家基金委近年来
采取了多项措施。一是进一步完善科研诚信规章制度，包
括对《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进行修订，制订《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行为规范》等。二是加强科研诚
信工作的宣传教育，如利用片区会、巡讲会宣传科研诚
信，通报典型案例予以警示，在年度《项目指南》增加
“申请须知”、提醒申请者诚信申请等等。三是利用信息
化手段加大查处力度。基金委于去年下半年启动“科学基
金科研不端行为信息管理系统研究”，并依托该项目启动
了“科研不端行为案例库”及“科研不端行为网络举报平
台”的研发工作，提高查处效率和惩治效力。
会上国家基金委监督委员会还通报了一批 2013—2014 年
度查处的科研不端行为典型案例及处理决定。处理的案例
包括了项目间内容高度相似、信息虚假、申请书买卖、抄
袭剽窃、伪造、篡改实验数据等科研不端行为问题。

科技信息 2015 年第 1 期（总第 211 期）

我校教授入选“第六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撰稿人：物理学院
日前，中国科协发布关于表彰第六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的决定，南京大学程建春教授获得“第六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
者”荣誉称号。
程建春，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物理学院副院长，中国声学学会副理事长。程建春教授长期从事声学科研和教育
工作，做出了突出成绩：曾担任本科生“近代物理”、“数学物理方法”、“理论物理导论”和研究生“理论声学”课
程的教学工作，培养了研究生 30 余人；2001 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首批（2004 年）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
程国家级人选，2008 年获得中国声学学会首届马大猷奖，2011 年获得中国物理学会饶毓泰奖，其率领的研究团队 2006
年获解放军总装备部“装备预先研究先进集体”称号；主持国防 973 和 973 课题和国家自然基金等 10 多项，发表学术论
文 150 余篇，出版独立撰写专著 3 部，参加撰写国际专著 3 部。此外，程建春教授还担任《现代声学科学与技术丛书》
的执行主编，丛书自 2008 年以来已出版 17 本，涵盖整个声学领域，为我国声学科研和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近年
来，程建春教授领导的科研团队也在声能流控制和声学超构材料等领域取得一系列原创性科研成果，在国内外声学领域
产生了重要影响。

国家有机毒物污染控制不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管
委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召开
撰稿人：环境学院
2014 年 12 月 25 日，“国家有机毒物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管理委员
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在宁召开。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副厅长于红霞，江苏省环境科学研
究院院长吴海锁，南京大学副校长潘毅，南京大学环境学院张全兴院士，江苏省科学
技术厅以及南京大学相关部门负责人等出席会议。会议由工程中心管理委员会主任潘毅主持。
张全兴院士介绍了工程中心的发展历程及换届情况，并鼓励大家以创新驱动科技发展实现中国梦，积极拼搏、再创佳
绩，让中心更好的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
中心主任李爱民教授汇报了中心正式命名后的各项工作进展。与会嘉宾对中心已有建设成果给予高度肯定，并建议中心
进一步结合国家、地方等实际需求建立起更好的互动服务机制，紧扣有机毒物污染，整合各类资源优势，形成有竞争
力、有显示度、有特色的技术，更好地推广应用辐射。
潘毅副校长对工程技术中心在促进南京大学应用学科发展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给予肯定，并表示，学校会继续在软硬件
等各方面创造条件、给予大力支持，以保证中心更快更好的发展。
“国家有机毒物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以南京大学为依托组建的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平台，也是南京
大学首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09 年获科技部批准，2013 年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国家国家第一次评估（排名第
四），并正式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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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通讯》报道我校化学化工学院蒋锡群教授课
题组最新研究进展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郑先创
我校化学化工学院蒋锡群教授课题组在识别肿瘤乏氧微环境的大分子
光 学探针 研究方面 取得了 重要进 展，他们 的研究 论文” Hypoxiaspecific ultrasensitive detection of tumours and cancer
cells in vivo” 于 2015 年 1 月 5 日在线发表于《自然-通讯）
（Nature Communications, 6:5834, doi: 10.1038/ncomms6834），
论文的第一作者是 12 级博士生郑先创，通讯作者是蒋锡群教授。
肿瘤的早期诊断在改善肿瘤治疗的预后以及提高病人生存率方面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磁共振成像（MRI），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成
像（PET），计算机 X 射线断层成像（CT）等分子影像手段的发展，
为肿瘤的诊断提供了重要的工具。然而，由于目前分子影像探针在检
测的专一性和灵敏度方面的限制，通过无损的分子影像手段来观测肿
瘤发生与发展的早期事件依然存在着巨大的挑战。因此，一种高灵敏
度，高专一性的
分子影像探针亟
待发展。
蒋锡群教授课题
组合成了一种专
一识别肿瘤乏氧
微环境的光学探
图 1 基于铱配合物和聚乙烯吡咯烷酮的大分子光学探针
针（图 1），这
一光学探针基于
聚乙烯吡咯烷酮和磷光铱配合物发展而成，探针具有近红外光发
射，高度乏氧敏感性，良好的水溶性和生物相容性等优点。利用这
一探针，他们使用无损光学成像的手段，实现了包括小鼠肝癌，乳
腺癌和人宫颈癌在内的多种肿瘤在动物模型中的准确诊断。探针的
诊断适用范围不仅包括多种原发灶肿瘤，还包括乳腺癌的淋巴转
移。此外，基于癌细胞快速增值与代谢的特点，他们利用所合成的
光学探针首次实现了在实体肿瘤形成之前检测和显像动物体内少量
癌细胞，其检测的数量下限可低至数千个癌细胞（图 2），显示出
探针极高的灵敏度。在这一光学探针的化学结构上引入了荧光内标
之后，他们还实现了对肿瘤乏氧微环境从定性到定量测量的跨越。
因而，基于这一探针，可以通过光学成像的方法实时无损地获得肿
瘤乏氧的定量信息，为肿瘤的治疗和预后提供直接的帮助。这些结
果表明，他们所合成的光学探针在肿瘤乏氧微环境的表征，肿瘤的
早期诊断以及肿瘤转移的检测方面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

图 2 利用所合成的光学探针检测小鼠皮下丌同数量的癌细胞

该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 51033002,
21474045, 51273090）、长江学者与创新团队发展计划以及江
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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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学院赵劲教授团队在发展仿生金属催化
反应斱向取得研究进展
撰稿人：生命科学学院
近期，我校生命科学学院、化学与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所赵劲教授团队基于“发展仿生金属催化反应”的理念，在仿生合
成 领 域 取 得 一 系 列 重 要 进 展 ， 在 《 自 然 - 通 讯 》 连 续 发 表 了 题 为 “ A multitasking functional group leads to
structural diversity using designer C – H activation reaction cascades ” 的 研 究 论 文 (Nature
Communications,2014 ， doi: 10.1038/ncomms5610) 和 “ Biocompatible click chemistry enabled compartmentspecific pH measurement inside E. coli”的研究论文(Nature Communications,2014, doi:10.1038/ncomms5981)。
利用简单原料在温和条件下实现多步串联反应的“酶类似-仿生催化”是过渡金属催化领域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赵劲教
授团队和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黄湧教授合作，利用“多面定位基”的概念，用氧乙酰胺作为定位基，创新地发展了定
位基主导的铑催化“酶类似”串联反应，实现了 4 种重要杂环化合物的一步合成；通过控制反应条件，最多可实现 4 步
串联反应。同时，对反应机理也进行了研究。这一酶类似的串联反应拓宽了过渡金属催化反应的应用范围；也为进一步
设计新的催化体系提供了新的思路。
赵劲教授团队之前与北京大学陈兴教授的合作研究工作表明，铜催化的叠氮-炔基环加成反应（Click Reaction，点击化
学）可以在细胞表面对非天然糖进行特异标记(J. Am. Chem. Soc.2013,135,9244)。然而，金属催化反应在生物体内的
应用往往受制于过渡金属的生物毒性。另一方面，生物体内的金属酶具有催化功能的同时却可以有效地控制金属的生物
毒性。受此启发，赵劲教授团队与北京大学陈鹏教授和美国 Yeshiva University 吴鹏教授合作，通过系统性地研究铜
配合物的生物无机化学性质，找到了一种适合用于细菌胞质内蛋白标记的铜离子配体（BTTP），第一次实现了对大肠杆
菌胞质内的蛋白质进行了特异标记。该工作被美国化学会的官方新闻杂志“C&E News”专题报道。
以上工作得到了该项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南京大学医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
验室和南京大学登峰计划的资助。

图 2 利用该策略测量 E.coli 测量大肠杆菌内膜两
图 1 铑催化的定位基主导的“酶类似”串联反应

侧在强酸刺激（pH=3）下的 pH 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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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物理学院王牧教授和彭茹雯教授研究组首次实现
太赫兹偏振光的自由旋转操控
撰稿人：物理学院
我校物理学院王牧教授和彭茹雯教授研究组与美国 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 黄先荣博士合作，成功地实现了太赫
兹偏振光的自由旋转操控，他们的题为“Freely Tunable Broadband Polarization Rotator for Terahertz Waves”
的论文最近在线发表于《Advanced Materials》（DOI: 10.1002/adma.201404981）上。
11

13

近年来，太赫兹波及其相关技术很受人们重视，覆盖 10 -10 赫兹的电磁波频率范围，在信息、生物和医学、国防安全
等领域有广泛应用。但是商业化的太赫兹光源通常产生的是沿着特定偏振方向的线偏振光，实现太赫兹波段偏振光的自
由旋转是实际应用中的迫切需求。传统上，人们利用液晶或双折射晶体来调控光的偏振方向，但是这样的方法仅局限于
很窄的波段；2013 年美国 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 等研究人员提出并实验证实超构材料可以旋转宽带太赫兹
波的偏振（特定方向），但是人们依然无法自由地旋转宽带太赫兹波段的偏振。
最近，我校物理学院王牧教授和彭茹雯教授研究组与美国 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 黄先荣博士合作，创新性地设
计和制备出三层金属结构，首次证实该人工亚波长微结构能够将太赫兹波的偏振自由地旋转到任意方向，并且偏振转换
效率在很宽的频段保持 90%以上。这种近完美的太赫兹偏振旋转操控被太赫兹透射谱的测量以及太赫兹成像直接证实
（参见图 1 和图 2）。同时，该研究组还揭示出此物理效应来源于人工微结构中的多波干涉。该工作首次实现了对太赫
兹 偏 振 光 的 自 由 旋 转 操 控 ， 在 信 息 处 理 、 材 料 分 析 、 太 赫 兹 成 像 等 方 面 可 望 有 重 要 的 应 用 ， 正 如 《 Advanced
Materials》的评审人所说，该研究工作是"原创的、有趣的, 并且可能用于真实世界的应用"（"This is original,
interesting, and may be used for real-world applications"）。
此项工作的实验部分主要由范仁浩博士完成，理论部分主要由博士生周昱完成, 他们是该论文的第一和第二作者。彭茹
雯教授、黄先荣博士和王牧教授是该论文通讯作者。该项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以及科技部的资助。

图 1 宽带太赫兹光的高效率偏振旋转

图 2 利用宽带太赫兹偏振旋转器实现太赫兹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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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Materials》上发表我校物理学院纳米
磁学课题组的最新研究成果
撰稿人：物理学院
我校物理学院都有为院士和王敦辉教授课题组在磁电耦合效应的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他们的研究论文“ Electric
Field Control of the Magnetocaloric Effect ” 最 近 在 线 发 表 于 《 Advanced Materials 》 上 （ DOI:
10.1002/adma.201404725）。
磁制冷是以磁性材料的磁热效应为基础的一种新型制冷技术，它具有环境友好和节能高效的特点，被认为最有可能取代
当前的空气压缩制冷技术，从而受到广泛的关注。最近的研究成果表明 Ni-Mn 基铁磁形状记忆合金在磁场诱导的磁结构
相变过程中伴随着巨大的磁热效应，是一种潜在的磁制冷工质。但该合金的磁结构相变属于一级相变，伴随较大的热滞
和磁滞，存在着较大的损耗。此外，因为磁相变只发生在有限的温度范围内，使得磁制冷的有效工作温区较窄。这些不
利因素都严重影响了其在磁制冷技术中的实际应用。
利用电场来调控材料的磁性是当前凝聚态物理研究的一个热点方向，但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大都集中在电场调控磁化强
度、矫顽力和交换偏置等方面，而对相关磁效应的调控则研究的较少。该课题组率先将电场调控的理念应用到磁制冷效
应中。他们通过将 Ni-Mn 基铁磁形状记忆合金薄带与压电陶瓷衬底相结合，制备了 Ni-Co-Mn-In/PMN-PT 层状样品并研究
了外加电场对 Ni-Co-Mn-In 磁结构相变和磁热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随着外加电场的变化，Ni-Co-Mn-In 的
相变温度发生了变化，且伴随的磁卡效应变化不大，这样通过调控电场就可以有效地扩宽磁制冷温区（如图 1 所示）；
（2）在外加电场的作用下，Ni-Co-Mn-In 的热滞和磁滞都明显的减小。这些结果表明，通过电场的调控可以显著地优化
Ni-Mn 基铁磁形状记忆合金的磁制冷性能。在此基础下，他们还提出了电场调控的磁制冷样机模型，通过改变电场，可
以使得磁制冷工质一直工作在其最佳制冷温区，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磁制冷效率。
本论文的第一作者是 2012 级博士生龚元元，通讯作者是王敦辉教授。该项工作得到了 973 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
持。

图 1 电场作用下 Ni-Co-Mn-In 的绝热温变和磁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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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athology）发
表李朝军教授课题组心脏病因研究成果
撰稿人：模式劢物研究所
我校模式动物研究所/医学院李朝军课题组在心脏病的分子病理机制方面的研究成果“The alteration of protein
prenylation induces cardiomyocyte hypertrophy through Rheb-mTORC1 signalling and leads to chronic heart
failure”于 2014 年 11 月 11 号在线发表在病理学一区杂志 The Journal of Pathology。我校博士生徐娜为该论文的第
一作者，李朝军教授为该论文的通讯作者。
蛋白质的异戊二烯化修饰是一种重要的蛋白质翻译后修饰，它能够对 C 末端含有 CAAX 基序的蛋白质进行异戊二烯化修
饰，被修饰的蛋白随后定位到细胞膜上发生活化。本研究发现香叶基香叶基二磷酸合成酶（GGPPS），一种调控蛋白质异
戊二烯化修饰的关键酶，在小鼠的心肌肥厚模型以及人类的心衰中明显下调，通过基因靶向技术在心脏组织中特异性将
GGPPS 基因敲除之后，GGPPS 敲除小鼠会诱发心肌肥大，并最终在出生后 2 个月左右死于心脏衰竭。进一步研究揭露了心
肌细胞中香叶基香叶基二磷酸（GGPP）和法尼基二磷酸（FPP）之间的平衡被打破是小鼠心肌肥大的重要诱因。GGPPS 缺
失改变了小 G 蛋白的异戊二烯化修饰水平，GGPP 的前体 FPP 在心肌细胞中的大量积累增加了 Rheb 的法尼基化，使其被
招募到膜上持续发生活化，进而激活 mTORC1 信号通路，促进心肌细胞的体积增大。针对 FPP-Rheb-mTORC1 信号轴的抑制
能够有效地削弱 GGPPS 缺失对心肌细胞造成的损伤。
本研究充分揭示了蛋白质的异戊二烯化修饰的平衡在维持心肌细胞正常生长和功能发挥中的重要角色，为临床上由高血
压引起的心肌肥大和心脏衰竭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一个新的潜在生物靶点。
此项研究获得了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2CB524900）资助。

图示 GGPPS 调控的蛋白质异戊二烯化修饰改变引起心肌肥大和慢性心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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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程不应用科学学院陈向飞教授课题组在
《Scientific Reports》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多信道高波长精度的分布反馈式半导体激光器阵列
撰稿人：现代工程不应用科学学院
最近，我校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陈向飞教授课题组在光子集成领域的研究中取得新进展，率先实现 60 通道激光器阵
列波长间隔的精确控制。该研究成果的论文“ High channel count and high precision channel spacing multiwavelength laser array for future PICs” （Scientific Reports, 2014, 4. DOI: 10.1038/srep07377）于 2014
年 12 月 9 日在 Nature 旗下 Scientific Reports 上发表。这是该杂志首次报道通讯用半导体激光器，也是目前国际报
道信道数最多、波长控制最精确的分布反馈式（DFB）激光器阵列。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光纤网络传输容量的要求越来越高，波分复用(WDM)系统由美国光学学会主席、美国工程院院
士历鼎毅博士发明，可在同一根光纤中复用多个波长的激光信号，从而成倍提高光纤系统的传输容量而不显著增加成
本，给光传输技术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因此 WDM 系统是最常用的光通讯系统。目前在 WDM 系统中，主要由分离的光器
件，比如激光器，调制器，探测器等搭建的庞大系统。但是随着网络容量的爆炸式增长，这种组织形式已经很难维持下
去，与电子技术发展类似，唯一的解决方法是采用光子集成技术(PIC)。在 PIC 芯片中，一个最核心的元件是多波长 DFB
半导体激光器阵列. 但是因极高的波长精确度和单模成品率，制造非常困难。多波长阵列的制造是 PIC 的瓶颈之一。目
前主要的方法是电子束曝光，但不适合大规模生产.
针对这个困难，课题组在前期陈向飞教授发明的基于重构-等效啁啾(reconstruction-equivalent-chirp, REC)制备分布
反馈式(distributed feedback, DFB)半导体激光器的专利技术的基础上，由该组专职研究员施跃春博士等基于 REC 技
术，系统考虑各种技术问题, 首次在传统微米量级工艺条件下成功制备高精度 60 信道半导体激光器阵列。其波长间隔的
典型误差达到±0.2 nm。这相当于光栅的实际误差仅为±0.031 nm! 该结果验证了理论上的预测—REC 技术的精确度比
常规电子束刻写方法高至少 100 倍。该方法仅仅需要普通的全息曝光和一次微米量级的光刻，适合规模化、低成本制
造。由于可以在光栅结构中等效引入相移等纳米结构，该方法可以实现接近 100%的单模成品率。而普通的全息曝光的成
品率仅 33%。 因为整个实验是在普通激光器工业制造平台完成的，其实验结果是大量数据的统计结果，具有产业化的意
义。
图 1 是基于 REC 技术设计多波长激光器阵列的原理图，与传统 DFB 激光器的制备工艺过程相比，仅在均匀基本光栅(seed
grating) 制 备 之 后 ， 采 用 一 道 特 殊 的 采 样 工 艺 ， 通 过 渐 变 取 样 周 期 实 现 取 样 光 栅 阵 列 ， 成 功 制 得 具 有 等 效 相 移
(equivalent-phase-shift, EPS)的特殊取样光栅。
对 7 个 60 波长阵列进行了数据统计,结果显示波长误差在±0.2 nm 的激光器比例的平均值是 83.3%, 7 个阵列中单个激
光器的单模成品率在 98.3%以上,如图 2 所示。
研究人员也进行了更多激光器数据的统计，如图 3, 研究人员分别对种子光栅波长 1640 nm 和 1660 nm 的激光器阵列进
行了统计，线性拟合后对波长残差进行高斯拟合分析，标准差分别为 0.159 nm 和 0.147 nm。 结果证明了 REC 技术波长
的精准性，以及基于不同种子光栅制备的灵活性。该项工作在光子集成领域的光源器件的实用化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
径。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是专职研究员施跃春博士，通讯作者是陈向飞教授。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John H. Marsh 教授等参与了
实验结果的分析。该研究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 863 主题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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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 REC 技术在同一外延片上制备多信道高精度 DFB 半导体激光器阵列的原理。

图 2 实验测试的 7 个 60 波长阵列在对波长线性拟合后的波长残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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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a）871 个激光器的波长残差分布图(种子光栅波长 1640 nm), (b)781 个激光器的波长残差
分布图（种子光栅波长 1640 nm）。高斯拟合后得到的标准差分别是 0.159 nm 和 0.147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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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ournal of Physiology》发表朱敏生教授课题组
研究成果幵获得亮点报道
撰稿人：模式劢物研究所
我校模式动物研究所朱敏生课题组及其合作者在膀胱平滑肌肌张力维持的分子机制方面的研究成果“In vivo roles for
myosin phosphatase targeting subunit-1 phosphorylation sites T694 and T852 in bladder smooth muscle
contraction” 于 2014 年 11 月 28 号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杂志 The Journal of Physiology 并获得该杂志的亮点报道。
我校博士生陈彩萍为该论文的第一作者，朱敏生教授为该论文的通讯作者。
平滑肌肌张力的产生和维持主要依赖于肌球蛋白轻链(RLC)的磷酸化，由此激活肌球蛋白 ATP 酶、启动横桥运动。平滑肌
中的肌球蛋白轻链激酶（MLCK）/肌球蛋白轻链磷酸酶 (MLCP)的相对活性决定 RLC 的磷酸化水平。 MLCP 的活性主要由
MYPT1（MLCP 的靶向调节亚基）调节。因此，阐明 MYPT1 的被调节机制是认识平滑肌张力维持及其相关疾病的关键。虽
然有报道认为 MYPT1 T694 位和 T852 位这两个磷酸化位点可能是抑制型磷酸化位点，但目前为止，这两个磷酸化位点在
体内平滑肌收缩中是否起调节作用尚不清楚。
为了在体研究 MLCP 的活性调控，研究首先发现 T694 位的磷酸化在胚胎 18.5 天或新生小鼠膀胱平滑肌中呈组成性地高表
达，而 T852 位的磷酸化是可诱导的，且主要由 ROCK 催化介导。该课题组运用 Knockin 技术建立了 MYPT1 T694A 和
T852A 单点突变的两种小鼠模型，系统分析该两位点的生物学功能。令人吃惊的是：T852A 突变的膀胱平滑肌在刺激状态
下 RLC 的磷酸化水平以及肌张力的反应都没有发生明显改变，且 ROCK 抑制剂仍能抑制其肌张力的维持；T694A 突变的膀
胱平滑肌肌张力的维持明显下降，伴随着 RLC 的磷酸化水平降低。该结果证实，只有 MYPT1 694 位的磷酸化可以抑制
MLCP 的活性，且不受刺激信号的调节。该研究首次利用遗传学手段阐明了 MYPT1 T694 和 T852 这两个磷酸化位点的功能
和调节模式，对认识平滑肌肌张力的维持机制及疾病的发病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athology》 发表李朝军
教授课题组 Egr-1 调控血糖稳态研究成果
撰稿人：模式劢物研究所
2014 年 11 月 28 日，国际学术期刊《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athology》杂志发表了我校模式动物研究所/医学院李
朝军课题组的研究成果“The Constitutive Activation of Egr-1/C/EBPα Mediates the Development of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by Enhancing Hepatic Gluconeogenesis”。我校博士研究生沈宁和姜珊为该论文的共同第一作
者，李朝军教授和薛斌教授为该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
血糖稳态的维持是人体各器官发挥正常生理功能的前提，其主要由胰岛素调控的葡萄糖摄取和胰高血糖素调控的糖异生
所决定的。机体血糖稳态失衡的最经典的疾病就是 2 型糖尿病。而现今，肝脏糖异生的异常已经被认为是 2 型糖尿病重
要的致病因素；作为 2 型糖尿病最主要的一个评价指标—空腹血糖的异常升高，就是由于胰高血糖素与胰岛素的比例的
升高所导致的。
本研究发现在饥饿的状态下，肝脏 Egr-1 可以应答胰高血糖素的刺激而表达上调，并通过调控肝脏糖异生基因的表达，
促进肝脏的糖异生。而抑制 Egr-1 在肝脏内的功能可以有效降低饥饿情况下的血糖水平，并改善肝脏的糖异生。通过研
究，我们首先发现并鉴定了 Egr-1 的一个新的靶基因 C/EBPα，并证明了 Egr-1 是通过与 C/EBPα结合并直接促进肝脏糖
异生基因表达，正反馈调控肝脏应答胰高血糖素进行糖异生。更有意义的是，我们发现：当在早期干预 2 型糖尿病模型
db/db 小鼠肝脏 Egr-1 的表达水平后，小鼠的 2 型糖尿病症状得到显著缓解。本研究充分揭示了 Egr-1/C/EBPα正反馈调
控的肝脏糖异生是机体在正常状态下调控饥饿血糖稳态的重要机制，同时，也是胰高血糖素亢进状态下导致肝脏过度糖
异生并发生胰岛素抵抗的重要原因。因此，这一发现是我们更好的理解了机体调控饥饿血糖稳态的具体机制，并且为 2
型糖尿病的早期干预与药物开发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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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流期刊论文精选-《天文学和天体物理
学》杂志精选：两颗蓝巨星上演大“合幵”
撰稿人：中国科学报 2015 年 1 月 6 日
尽管几十年来一直被认为是单一的恒星，地球附近星团中最亮的恒星实际上是两颗正处于融合过程中的恒星。这两者距
离地球约 1.3 万光年，位于北半球较小的鹿豹星座中。
天文学家很早就知道该恒星名为 MY Camelopardalis，而 Camelopardalis 便是鹿豹星座的拉丁语表达。对该恒星光线的
详细分析表明，正如从地球上所见，这个双星系统被看到的是边缘部分。每一颗明亮的蓝色恒星都在定期和另外一颗相
互重叠。
研究人员日前在《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杂志上报道称，该系统包含了两颗分别约为太阳质量 38 倍和 32 倍的恒星，每
28 小时相互旋转一周。
这两颗恒星仅仅形成于约 200 万年前。它们旋转时的轨道是如此靠近，以至于其外层能相互接触（如概念图所示）。不
过，尚未弄清楚的是这两颗恒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全融合在一起，或者当融合实现时将会发生什么。关于恒星演化的
一些模型显示，融合后的恒星通常爆炸性地释放出巨大能量；而另一些模型显示，它会比每颗恒星处于单独状态时燃烧
得更快。
无论如何，研究人员表示，MY Camelopardalis 是首个已知的、表明一个双星系统正朝着创造一颗特大质量恒星的道路
前进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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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一流期刊论文精选-《自然》杂志精选：石
墨烯可作防弹衣材料
撰稿人：科学网 2014 年 12 月 29 日
十年前，人们首次分离出了世界最薄、最强的材料石墨烯，对它进行了上百种用途的实验，包括电池、夜视镜、医学扫
描设备、光探测器甚至避孕套。直到今天，这种材料仍不断带给我们惊喜。在最近出版的《自然》和《科学》杂志上，
英国和美国科学家分别发表新论文，一篇指出石墨烯虽然不透水，却能让质子通过，因此有可能用在燃料电池里作超薄
滤膜；另一篇称石墨烯承受子弹冲击的性能胜过钢铁和防弹衣材料。
据自然网站近日报道，因发明石墨烯实验获得 2010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材料科学家安德烈•盖姆说，
质子通过石墨烯的能力显示，石墨烯可以作为把氢气从空气中分离的滤网，有助于从燃料电池的氢里获取电量。他们的
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石墨烯可以作质子过滤膜。
燃料电池能把氢气分解为质子和电子，从而把存储在氢中的化学能转化为电力：电子沿外部电线形成电流，质子则通过
电池内部的膜流动。目前电池中的膜，如商用纳菲薄膜（Nafion）约 10 微米厚，仍不能完全防止氢泄露，也让质子无法
顺畅流动，减损了电力。如有一种超强超薄滤膜，就能一下解决这两个问题。盖姆说，这正是石墨烯的优势。
但有燃料电池专家指出，这项研究还在理论论证阶段，能否立即应用还要小心谨慎。此外还要考虑怎样生产出足够纯
净、大片的石墨烯层，成本和寿命等因素。
盖姆小组用石墨烯膜从水中过滤了纯净氢气。盖姆说，这种技术还可能从空气中分离氢气，“这还属于推测，不过在发
表论文之前，它还在科幻阶段。”去年，研究人员证明了一种堆叠的石墨烯氧化膜能产生微小通道，从二氧化碳或氮气
中过滤氢气。
《科学》杂志上的论文称，石墨烯有望用作防弹衣材料。通过用金刚石
探针检测它的单层抵抗力，人们已知石墨烯属于世界上最强的材料。最
近，美国科学家首次用一种硅石球来射击石墨烯，检验它承受冲击的能
量。他们发现，石墨烯层能在破碎之前迅速分散冲击力，中断通过材料
的外展波。论文合著者、美国莱斯大学的埃德温•托马斯说，这种效应
的上限是声音在材料中传播的速度，在坚硬轻质的石墨烯中，声速为
22 千米/秒，而在空气中是 332 米/秒。以石墨烯层为基础的复合材料
及其他轻质高强材料有望成为一种“很有前景的盔甲系统”。
英国国家石墨烯研究所商业主管詹姆斯•贝克指出，在所有实验中，工
业合作者最关心的是制造：石墨烯层或含石墨烯的复合材料能否大规模
制造，并使产品有过硬的质量和可靠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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