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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生命科学学院谭仁祥教授课题组在一流期刊 PNAS 杂志上发表论文探索向
沉默基因巧要药源分子的问题。
Pictet–Spengler Reaction-Based Biosynthetic Machinery in Fungi, PNAS, DOI:
10.1073/pnas.1417304111, 2014
2014,
科技新闻

02
02
03
04
06
07

2014 年度我校获得 4 项自然科学
基金委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我校专利喜获第十六届中国专利
奖
2014 年我校新增一批国家基金人
才类项目

10

指数 南京大学排名丕界第 38 位
2013 自然出版指数揭晓 南京大
学位居全国高校第 4 位
我校承担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通

11
12
13

14

09
09

我校授予何满潮院士客座教授
“第三届高校-中科院研究所科研
管理研讨会在京召开
高性能高分子材料与技术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第四次会议召开

201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

封面文章—向沉默基因巧要药
源分子
室温操作超灵敏度固体紫外单光
子探测器
平面硅纳米线外延生长调控和原
位结区形成机制
床研究成果在国际著名期刊
《

Annals

of

Internal

国际热点
《 Nature Nanotechnology 》

15

《Science》杂志精选：流浪恒星

16

队伍庞大：宇宙一半恒星戒在星
系之外

工作会议在苏州召开

Medicine》发表

在宁召开

08

培训会（第六期）顺利召开

刘志红院士主持的全国多中心临

过验收
会暨 2014 年全国声学学术会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管理

科学研究

Nature 出版集团发布 2014 自然

中国声学学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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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刊内容

杂志精选：新纳米电池 12 分钟充
满手机

内容提要：
一根燃烧的蜡烛 1 秒钟可以发射
出 100 亿亿个以上的光子，探测
到其中能量最小的单个紫外光
子一直是世界技术难题。近
日，我校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长江特聘教授陆海研究团队获
得技术突破，在国内率先研发
出超灵敏度紫外单光子探测
器。目前，国际上只有 4 家单位
研发出这种单光子探测器，3 家
都在美国，陆海教授团队是中
国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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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度我校获得 4 项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科
研仪器研制项目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高翔、褚怡春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于 2011 年设立，主要面向科学前沿和国家需求，以科学目标为导向，鼓励和培育具有原创性
思想的探索性科研仪器研制，着力支持原创性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为科学研究提供更新颖的手段和工具，以全面提
升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
201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项目)‛评审结果公布。我校继前两年获得两
项部门推荐项目后，本年度获得了四项自由申请项目。
本年度，我校共申报了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自由申请项目)7 项，其中 5 个项目参加通讯评审与会议评审，最终 4
个项目获得资助，获得经费总计 3155 万元。获资助项目总数与经费总量位居全国高校之首。
项目负责人

单位

课题编号

董 林

现代分析中心

21427803

朱俊杰

化学化工学院

21427807

施 斌
徐永兵

地球科学与工程
学院
电子科学与工程
学院

41427801
61427812

课题名称
气-固反应界面实时原位探测的透射电
镜/拉曼散射联用系统
高内涵光电显微平台的研制
地质体多场多参量分布式光纤感测系统
研制
飞秒级时间分辨幵自旋分辨电子能谱探
测系统

学部

经费（万元）

化学科学部

715

化学科学部

690

地球科学部

900

信息科学部

850

我校专利喜获第十六届中国专利奖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华晔
近日，第十六届中国专利奖评审结果公示结束，我校环境学院栾景飞教授的专利‚太阳能电池的制备方法
（ZL200610040056.5）‛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并成功向江苏格林保尔光伏有限公司转让。
该技术首次制备并采用新型的可见光响应型组分渐变薄膜制备太阳能光电池，与现有技术相比本项目所发明的可见光响
应型组分渐变薄膜太阳能光电池的最大优点是能够高效率利用太阳光谱中的可见光能量，同时提高了同类产品的光电转
换效率，降低了薄膜太阳能光电池的制造成本，显著改善其性能。江苏格林保尔光伏有限公司采用该专利技术，改进了
单晶硅太阳能电池片和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片的制造技术，完善了工艺流程，单晶硅电池片效率均值达 17.5%，峰值达到
了 18%，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片转换效率均值达到了 16.5%，峰值达到了 17.3%，转换效率更高，使用寿命更长，受到欧
美用户的好评。
根据《中国专利奖评奖办法》，第十六届中国专利奖共评选出中国专利金奖预获奖项目 20 项，中国外观设计金奖预获奖
项目 5 项，中国专利优秀奖预获奖项目 408 项，中国外观设计优秀奖预获奖项目 64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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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我校新增一批国家基金人才类项目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高翔
2014 年我校申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44 项，经评审我校共有 7 人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科学项目资助。
其中，工程管理学院肖条军教授在管理科学部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资助，实现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设立 20 年
来我校在管理科学方面杰青项目零的突破。
在我校申报的 71 个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中，有 13 个项目获得资助，项目资助率为 18.31%（基金委平均资助率为
12.07%）。
另外，以我校环境学院朱东强教授为校内联系人的 1 位海外及港澳学者获得了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的资
助。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获得者
化学化工学院

刘

震

朱

进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陆现彩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万

青

物理学院

刘

辉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仲

盛

工程管理学院

肖条军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者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物理学院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王发印
徐 平
陶 超
吴昀昭
李高军
魏海珍

大气科学学院

丁爱军

化学化工学院

武 伟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生命科学学院

曹 汛
刘 斌
吴建鑫
黎 铭
孙 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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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出版集团发布 2014 自然指数 南京大学排名
丕界第 38 位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陇晓清
2014 年 11 月 13 日，Nature 出版集团（Nature Publishing Group）首次正
式发布全球前 200 名科研机构与高校的自然指数（Nature Index,简称 NI 指
数）情况。据最新数据显示，南京大学的 2014 自然指数在世界各大科研机构
和高校中排名第 38 位，在全国高校中排名第 3 位。
自然指数（NI 指数）的数据库追踪了约 6 万篇优质科研论文的作者单位信
息，涵盖全球 2 万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纳入自然指数的论文取自 68 种自然
科学类期刊，都是被科研人员认定为发表自己最好科研成果的期刊。这些期
刊由全球在职科学家所组成的两个独立评选小组选出，组长由伦敦大学学院
John Morton 教授和伦敦国王学院 Yin-Biao Sun 博士担任。此外，评选小组
还通过一个大规模的全世界各大科研机构与高校的调查对甄选出的期刊进行
验证，该调查共收到 2800 多个回复。Nature 出版集团估计这 68 种期刊约占
自然科学期刊总引用量的 30%。自然指数正是基于各科研机构和高校在这 68 种期刊上的发文贡献情况做出的统计。
首个发布的自然指数（2014）的分析是基于上一年度的数据（2013 年 1 月至 12 月），并聚焦于上一年度全球范围内贡
献了最高质量科研论文的国家和机构。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科研产出和科研质量均在稳步提升，其 2014 自然
指数仅次于美国，位列世界各国第二位。
据 Nature 出版集团的统计结果显示，南京大学在这 68 种期刊上的发文表现不俗，其 2014 自然指数在世界各大科研机构
和高校中排名第 38 位，在全国高校中排名第 3 位，紧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另外，Nature 出版集团还发布了化学、物理、生命科学、地球和环境科学四个学科的自然指数前 50 名的科研机构和高
校的名单。在 68 种期刊中，南京大学在有关化学学科的 18 种期刊上发文的自然指数位列世界第 15 位，在全国高校中排
名第 2 位，仅次于北京大学；在有关物理学科的 23 种期刊上发文的自然指数位列世界第 49 位，在全国高校中排名第 5
位，前四位依次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学。
《Nature》执行主编暨 Nature 出版集团大中华地区总监尼克•坎贝尔（Nick Campbell）说：‚自然指数以一种独特的视
角反映了中国科研的持续成长，尤其是高质量科研产出的增长……自然指数提供了一个评价科研论文及其贡献机构的新
方法。通过聚焦于研究人员选出的一小部分期刊，我们希望能提供一种新层面的分析，并更有针对性和适应性。我们期
望使用者能梳理出科研的模式，关注趋势，分析各项实力，并了解机构和国家如何进行合作。‛。

化学学科 18 种期刊
Advanced Materials
Analytical Chemistry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Chemical Communications
Chemical Science
Inorganic Chemistr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Nano Letters
Nature

Nature Chemical Biology
Nature Chemistry
Nature Communications
Nature Materials
Nature Nanotechnology
Organic Letter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cience
The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Le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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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科 23 种期刊
Advanced Materials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European Physical Journal C
Journal of High Energy Physics
Science
Nano Letters
Nature
Nature Chemistry
Nature Communications
Nature Materials
Nature Nanotechnology
Nature Photonics

Nature Physics
Physical Review A
Physical Review B
Physical Review D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tronomy & Astrophysics
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Letters
Monthly Notices of the Royal Astronomical Society
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Supplement

地球与环境学科 12 种期刊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Ecology
Ecology Letters
Geology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Atmospheres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Oceans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Solid Earth
Nature
Nature Communications
Nature Geoscienc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cience

生命科学学科 35 种期刊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Cancer Cell
Cell
Cell Host & Microbe
Cell Metabolism
Cell Stem Cell
Current Biology
Developmental Cell
Ecology
Ecology Letters
Genes & Development
Genome Research
Immunity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Journal of Cell Biology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Molecular Cell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Science
Nature
Nature Biotechnology
Nature Cell Biology
Nature Chemical Biology
Nature Communications
Nature Genetics
Nature Immunology
Nature Medicine
Nature Methods
Nature Neuroscience
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Neuron
PLOS Biolog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EMBO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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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自然出版指数揭晓 南京大学位居全国高校第 4 位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陇晓清
2014 年 12 月，Nature 出版集团（Nature Publishing Index）发布了 2013 自然出版指数（Nature Publishing Index）的情
况。据最新统计显示，南京大学以自然出版指数 7.89 的成绩在亚太地区的各大科研机构与高校中排名第 21 位，在全国
高校中排名第 4 位，前三位分别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在两本自然子刊上表现优异，在
《自然-材料》（Nature Materials）的自然指数排名位居亚太地区第 3 位，在《自然-物理》（Nature Physics）的自然指
数排名位居亚太地区第 1 位。
自然出版指数是以国际知名学术出版机构英国 Nature 出版集团的《自然》系列期刊（包括 Nature 正刊和 33 种 Nature
子刊）在前一年所发表的论文为基础，衡量不同国家和研究机构的科研实力，并对往年的数据进行比较。该指数为评估
科研质量提供了新渠道。

南京大学以 2013 年自然出版指数
7.89 的成绩在亚太地区的各大科研
机构与高校中排名第 21 位，在全
国高校中排名第 4 位。

南京大学在 Nature Materials 期刊上的自然指数排名位居亚太地区第 3 位，在 Nature Physics 期刊上的自然指
数排名位居亚太地区第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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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承担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通过验收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谢彤
南京大学主持承担的国家 02 科技重大专项 ‚极大规模集成电路用高 K 关键材料技术研究‛（2009ZX02039）项目正式
验收会于 2014 年 11 月 29 日-30 日在费彝民楼举行，经过任务专家现场测试、质询、审查任务资料，财务专家审议审计
报告、审查财务资料，项目及各课题均以高分顺利通过正式验收。验收会开幕式由国家 02 科技重大专项办公室陈明主
持。
南京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陈骏到会代表承担单位致辞，江苏省科技厅副厅长蒋跃建代表省科技厅讲话，国家 02 科技重
大专项总体专家组组长、中科院微电子所所长叶甜春对项目和课题验收提出了具体要求；项目负责人、南京大学副校长
潘毅教授做项目总体汇报。南京大学校长助理李成和化学化工学院、科技处负责人，以及项目责任专家、测试应用单位
代表等参加会议。
据介绍，我校主持承担的‚极大规模集成电路用高 K 关键材料技术研究‛项目是国家 02 科技重大专项《极大规模集成
电路制造技术及成套工艺》设立的前瞻性研究项目，于 2009 年立项，项目下设七个课题，课题承担单位包括南京大学国
家 863 计划新材料 MO 源研究开发中心、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复旦大学、北京有色
金属研究总院、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和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项目研究主要针对 32-22nm 技术节点极大规模集成电路
CMOS 技术需要，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 k 材料前驱体及其合成工艺，开发与半导体工艺相兼容的原子层沉积
（ALD）高 k 材料制备关键技术以及性能优良的先进高 k 材料。在项目各课题成员的共同努力下，项目取得了突破性进
展，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研制得到了 16 种有机铪、有机锆和有机稀土前驱体材料，部分材料成功实现在中国科学院
微电子所先导工艺开发平台上线测试应用，取得良好结果，应用情况与国外高品质源相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开发出
基于高 K 材料 HfLaO 的 RRAM 器件，并成功向国内著名微电子企业技术转移；提出并实现了一种新型的微电子基础器
件——半浮栅晶体管（SFGT，Semi-Floating-Gate Transistor），研究成果发表在 2013 年 8 月出版的《科学》杂志，这
也是我国科学家在 Science 上发表的第一篇微电子器件领域的原创性成果；通过稀土掺杂，研制出介电常数达到 56 的高
介电常数 HfO2 薄膜；成功在 SOI 衬底上制备出含高 k 体系 MOSFET 器件。项目申请发明专利 61 项，其中国际专利 5
项。
与会验收专家对本项目成果给予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认为南京大学已经建成了先进高 k 前驱材料的示范基地。02 专项
总体专家组组长叶甜春称赞了本项目所取得的成绩，同时希望大家继续努力，为我国微电子新材料技术发展做出更大贡
献。

中国声学学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暨 2014 年全国声学学
术会议在宁召开
撰稿人：声学研究所
2014 年 11 月 28-30 日，中国声学学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暨 2014 年全国声学学术会议在江苏省会议中心召开。会议由
中国声学学会主办，南京大学声学研究所承办，江苏省声学学会协办。
11 月 29 日上午，首先召开了中国声学学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会员代表 270 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投票选举并宣布
了中国声学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名单，共产生 119 名中国声学学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其中南京大学声学研究所有 10
位同志当选）。在随后召开的中国声学学会第八届第一次理事会议上，选举产生了 38 名常务理事（其中南京大学声学研
究所有 6 位教授当选）和学会负责人，中科院声学研究所王小民研究员等 6 位同志当选为新一届中国声学学会理事长和
副理事长（其中南京大学声学研究所邱小军教授当选为副理事长）。
11 月 29 日下午，召开了中国声学学会 2014 年全国声学学术会议大会开幕式，南京大学邱小军教授代表南京大学声学研
究所致词，并作了题为‚虚拟声屏障‛的大会报告。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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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授予何满潮院士客座教授
撰稿人：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刘春
2014 年 12 月 1 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获得者，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深部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任何满潮受聘为南京大学客座教授。授聘仪式在南京大
学仙林校区朱共山楼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陈骏校长出席
了授聘仪式并向何院士颁发聘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王
汝成院长主持了授聘仪式，施斌教授介绍了何满潮院士的
工作成就。
何满潮院士长期从事深部岩体力学与工程灾害控制研究，
建立了以软岩变形力学机制为核心的软岩工程岩体力学理
论与支护技术方法。何院士长期深入矿井生产一线，致力
于矿山工程岩体大变形灾害控制理论和技术的研究和实
践，取得了系统的、创造性的成果，为我国矿山工程科技

进步、矿山安全生产做出了突出贡献。南京大学授予何满
潮院士客座教授，将进一步促进南大地质工程学科的发
展，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授聘仪式前，何院士为南大师生做了题为‚NPR 效应锚
索超常特性研究及工程应用‛的报告。这一成果有效地解
决了岩土工程领域大应变加固的一系列难题，并已在重要
的矿山工程防灾减灾中得到成功应用。在报告期间，何院
士还与青年学子分享了自己学生时代的求学和奋斗经历。
精彩的报告，师生们受益匪浅，期待下一次的相聚与交
流。
何满潮，中国科学院院士 ，博士，教授职称，硕、博士生导师，
在 2013 年 12 月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仸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仸，兼仸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副
理事长、软岩工程与深部灾害控制分会理事长。国家杰出青年科
学基金获得者，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家“百千万
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入选者。主要从事深部岩体力学与工程
灾害控制研究，建立了以软岩变形力学机制为核心的软岩工程岩
体力学理论与支护技术方法。获得过国家级奖励 5 项，省部级一
等奖 4 项，省部级二等奖、三等奖 4 项。
在软岩工程方面，针对巷道工程中事故率最高的软岩巷道工程和
软岩边坡工程中发生的滑坡灾害，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践研
究，找出了软岩巷道 13 种变形力学机制及其支护力学对策，解
决了软岩复合型变形机制转化为单一型的关键技术，建立了软岩
大变形力学设计方法，形成了软岩工程力学理论体系；修正了国
际公认的 Sarma 公式，解决了复杂岩体结构和非齐次边界条件
的软岩边坡稳态评价关键技术。
在地热工程方面，为解决城市能源污染以及地热开发与利用过程
中存在的环境热污染、化学污染，地表沉陷，投资高、利用率
低，无经济效益等突出问题，提出幵实施了地表地下工程一体化
设计新方法解决了贫热地区。
在地下资源可持续开采研究方面，为实现地下资源开采与环境的
可持续发展，和现场专家合作，建立了地下煤炭资源可持续开采
理论模型以及满足代际公平原则的煤炭企业的开采效益控制方程
和环境损伡容量控制方程；提出了进行地下资源开采的 SM 设计
理论、设计方法及设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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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高校-中科院研究所科研管理研讨会在京
召开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施嵘
2014 年 11 月 14 日，来自全国近四十家高校和中科院研
究所科研管理部门的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了在北京大学举办
的‚高校-中科院科研管理研讨会‛。该会议由北京大学
科研部和中科院管理创新与评估中心共同筹划，旨在推动
科教融合与协同创新，促进高校与中科院研究所科研管理
部门的交流与合作，已连续举办三届。
会议采用交流报告及自由讨论的形式。浙江大学科研院陈
昆松院长就该校的交叉科学发展与海内外一流高校做了对
比，介绍了该校在交叉科学研究上的布局与机构设置情
况，简要交流了学校科研分类评价体系构建的设想与实
践。武汉大学科研院李平湘院长着重介绍了该校顺应教育

领域综合改革要求及学校自身发展需要而制定的科研经费
管理与科研奖励政策。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科研处王书红
副处长介绍了在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计划改革方略指导
下，该所探索建立新型国立科研机构的实践。中科院武汉
物理与数学研究所科研处王亮伟副处长交流了该所在获得
科技部、国家基金委、中科院、总装备部、财政部等部委
仪器专项项目方面的组织管理经验。
会上，各参会代表还就国家科研经费管理改革、中国科学
院率先行动计划改革方略、高校综合改革等进行了主题发
言及热烈讨论。会议丰富了相关管理人员的视野，拓宽了
思路，取得了良好效果。

高性能高分子材料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第四
次会议召开
撰稿人：化学化工学院
高性能高分子材料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京大学）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4 年 11 月 15 日在南京召
开。出席会议人员有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我校孙冶东校长助理、化学与化工学院党委书记贾叙东教授参加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化学与化工学院党委书记贾叙东教授主持。孙冶东校长助理代表学校致欢迎词，并介绍了南京大学的科技
发展情况，并希望实验室学术委员会能多提建设性意见，帮助实验室提升水平，发挥特色。重点实验室主任蒋锡群教授
代表重点实验室向学术委员会汇报了实验室 2013 年度在迎接教育部验收以及科学研究、队伍建设及实验室运行等方面的
情况。
随后，薛奇教授主持了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会议，重点实验室冯福德教授、王庆军副教授、袭锴副教授、王晓亮副教
授分别介绍了相关研究工作成果。
最后，学术委员会对实验室发展展开讨论，献计献策，希望结合国家需要及应用研究需求，在建设方向、人才引进与培
养，评价体系等方面做出特色，为国家重大技术需求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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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管理培训会（第六
期）顺利召开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高翔 褚怡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 2014 年 12 月 5-7 日在苏州举
办了第六期依托单位管理培训。本次会议对来自全国各省
市近百家依托单位的 140 名科学基金管理人员进行了集中
培训。我校作为华东地区基金联络网和江苏地区基金联络
网网长单位，协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苏州大学
共同承办了此次培训会。会议期间还组织召开了从事基金
管理老同志的恳谈、座谈会。我校李成校长助理和科技处
的有关负责人出席。

察审计局、香港城市大学等部门和单位做了培训报告并参
与答疑。会议首先针对新制定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
位基金工作管理办法进行全面解读；同时，分别就数学天
元基金项目、优秀青年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项目、国际重
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的管理办法进项介绍；详细解读了
2015 年项目资金预算表的填报。最后，对科研诚信建
设、基金精细化管理等方面进行讲解，帮助管理人员更好
地开展工作。

本次会议由国家基金委计划局王长锐副局长主持，计划局
综合处、人才处、项目处、财务局、数理科学部、纪检监

会后讨论中，各家依托单位基金管理人员针对以上培训内
容充分地交流讨论、发表意见和建议，大家发言积极踊
跃，对本次培训给予很高的评价。

201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会议在苏
州召开
撰稿人：科学技术处 高翔 褚怡春
2014 年 12 月 4-6 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014 年度管理工作会议在苏州召开。我校作为华东地区基金联络网和江苏地区
基金联络网网长单位，协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苏州大学共同承办了此次会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有关
局（室）和科学部（处）、各地区项目依托单位、地方科技厅的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开幕式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高瑞平副主任主持。基金委主任杨卫院士出席会议并作了题为‚进入新常态的基础研
究‛重要讲话。杨主任从科技发展的国际态势、基础科学发展的压力与动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基础科学
循序发展的规律、基础科学发展的三大矛盾、研究项目的表征空间、新方向的开拓、建立全面在线申报的信息管理、强
化人才系列的资助体系、财政部-基金委将出台管理新规定以及学科交叉的探索等多个方面，系统分析并阐述了我国自然
科学基金目前的形势和面临的任务、挑战以及对策，这为进一步改革、完善科学基金资助管理工作，推动科学基金卓越
管理升级指明了方向。
随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计划局、政策局、国际合作局、数量科学部、纪检监察审计局、信息中心的负责同志分
别作了大会报告，他们分别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年度申请与资助工作情况、自然基金‚十三五‛规划战略、科学基
金国际（地区）合作情况、数理科学部资助情况与展望、捍卫科学道德与反对科研不端、科学基金信息管理系统等方面
进行了工作总结和分析，对今后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以及对 2015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工作进行了安排部
署。
会议代表还就杨卫主任的重要讲话及 6 个大会报告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分组讨论和总结，重点交流了各自的管理工作的经
验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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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沉默基因巧要药源分子
撰稿人：生命科学学院

图 1. 激活真菌沉默基因、引发皮氏反应（Pictet–Spengler
reaction）. (A) 基亍皮氏反应的典型植物成分. (B) 1-甲基色
氨酸既能上调皮氏反应酶（Pictet–Spenglerase）的基因表
达，又可在此酶催化下与真菌产生的醛（flavipin）反应形成
骨架全新的生物碱；其中 chaetogline B 和 F 具有显著抗菌活
性，且后者还具有乙酰胆碱酯酶抑制活性，为当今急需新抗菌
药和抗老年痴呆药的创制提供崭新源头分子。

生物可产生结构出乎人类想象的有机化合物（俗称‚天然
产物‛），其中不乏像青蒿素、青霉素、紫杉醇等宝贵的
药物分子。现代基因组学研究预示着许多微生物的生物合
成基因在常规实验室培养条件下处于沉默状态，设法激活
这些沉默基因将会迎来天然产物化学研究的新浪潮，但可
。
对沉默基因激活的方法求之难得。针对这一难题，我校医
药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谭仁祥教授课题组率先借助皮
氏反应（Pictet–Spengler reaction）规律，在共生菌天然
产物研究方面取得新重要进展，题为‚Pictet–Spengler
reaction based biosynthetic machinery in fungi‛的重要成
果最近在线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上（
）。论文第一作者为严威、戈惠明、王刚和蒋南，通讯作
者为谭仁祥教授。

在自然界处于‚弱势‛的微生物和植物需合成结构特殊的
有机分子来调节其自身生长发育和对生态环境的巧妙适
应，故天然产物往往具有显著的生物活性。据统计，全球
上市的药物中半数以上基于天然产物及其特有结构单元。
在某些植物中，异胡豆苷酶（strictosidine synthase）催
化 形 成 吗 啡 （ morphine ， 镇 痛 药 ） 、 喜 树 碱
（camptothecin，抗癌药）、利血平（reserpine，降血压
药）等结构和功能都较多样的药物分子，但至今尚未发现
任何基于皮氏反应的真菌分子！该研究组采用生物信息学
分析方法发现了毛壳菌（Chaetomium globosum）具有编
码功能类似于异胡豆苷酶的基因，但该真菌在多种实验条
件下就是不产生基于皮氏反应的天然产物，这表明该编码
基因在那些培养条件下表达极低或根本不表达。于是，该
课题组筛选了多种化合物，发现 1-甲基色氨酸可先上调该
编码基因的表达 5 倍以上，然后再在诱导表达出的真菌皮
氏反应酶（fungal Pictet–Spenglerase）的催化下与该真
菌合成的芳香醛（flavipin）发生皮氏反应，产生的皮氏
反应产物随即又在多种氧化酶的参与下形成了一系列骨架
全新的生物碱。此后，该课题对这些新生物碱进行活性评
价，发现其中两个生物碱的抗菌活性超过临床用药（替硝
唑），为新型抗菌药的研发提供新的重要线索；另还发现
一个新生物碱具有显著的乙酰胆碱酯酶抑制作用，可用作
开发抗老年痴呆症药物的起始分子。最后，为诠释这些全
新重要分子的生物合成途径，该团队发展了‚基因提示下
的 酶 抑 制 方 法 ‛ （ gene-implied enzyme inhibition,
GIEI），此策略再与同位素标记实验组合，成功绘制出
这些生物碱的生物合成组装路线图，从而整个研究工作具
有‚让哑巴唱歌‛之妙。此工作预计会对天然产物研究领
域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
我校谭仁祥教授在植物活性成分研究方面的成果卓著，有
关成果于 2009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他适时地将
数年的国外留学所学和独到的植物化学研究经验理念成功
地延伸至共生菌活性物质的研究，并取得了国际认可的成
果，部分成果于 2007 年获英国皇家化学会‚RSC Natural
Product Reports Award‛（迄今唯一亚洲获奖者）。近
年来，谭仁祥教授在共生菌产生的重要天然产物研究方面
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以谭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天然
药源分子及其作用特点‛创新研究群体连续两次获得国家
自 然 基 金 委 的 滚 动 支 持 ， 在 《 Nat. Commun. 》 、
《Angew. Chem. Int. Ed.》、《J. Am. Chem. Soc.》、
《Nat. Prod. Rep.》等国际著名刊物上发表了高水平论
文，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影响，为我国天然产物化学领域
步 入 国 际 先 进 行 列 做 出 了 重 要 贡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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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温操作超灵敏度固体紫外单光子探测器
撰稿人：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周东
光子，是光的最小能量量子，也是光作为信息载体的最小传输单位。由于单个光子的能量是如此之小，在技术上探测单
个光子的存在就面临极大的挑战。具体到专门用来探测极微弱紫外光的单光子探测器在国防预警与跟踪、环境监测、电
力工业、以及生物医药领域都有非常重要的应用，一直是世界各重要国家研究和竞争的焦点。举例来讲，导弹的飞行尾
焰中存在像指纹一样的特殊紫外光谱成分，但距离越远能够传输过来的紫外光就越微弱；利用超灵敏度紫外单光子探测
器就有可能在上千公里以外探测和分辨出来袭飞弹，为反制或者规避提供宝贵的时间，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关键技
术。
以我校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陆海和张荣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近来在基于碳化硅（SiC）半导体的高增益雪崩光电探测器
（APD）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于 2014 年在国内首先实现了 SiC 雪崩光电探测器的紫外单光子计数。该探测器是利用
SiC 半导体材料宽带隙的特点实现 400nm 波长以下紫外光的选择性探测，因而不受太阳可见光背景辐射的影响，具有极
高的信噪比。课题组通过发展新型小倾角台面刻蚀技术有效抑制了 APD 器件台面周围的电场尖峰，防止器件提前发生破
坏性击穿；同时通过发展特殊的高温钝化技术大幅度降低了器件的暗电流。所制 APD 器件在 95%击穿电压的偏压下，
暗电流只在 pA；室温下，紫外单光子探测效率可达 10%以上；甚至 150oC 高温环境下，仍可实现紫外单光子计数。相
应成果发表在 IEEE Photonics Letters 26,1136 (2014)上，并得到国际主流半导体技术媒体‚Semiconductor Today‛的长
文跟踪报道。在本项工作以前，国际上只有美国的几家研究机构有能力制备 SiC 紫外单光子探测器，南京大学团队的突
破使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在国际上第二个实现该类型器件的国家，将会对我国相关领域的技术进步起到推动作用。该工
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科技部 973 和 863 课题的资助。

教授介绍：陆海教授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长江学
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本科和硕士毕业亍南京大学物理系，2003 年从美国
康奈尔大学电子工程系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就职亍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研发中
心，2006 年回国仸教亍南京大学物理学系及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陆海教
授主要从事宽禁带半导体材料和器件研究，获得多项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
发展了新型“迁移率增强分子束外延技术”，解决了富 In 氮化物半导体外
延生长中大晶格失配和弱表面迁移等关键难点，在 InN 半导体的电学特性、
非极性生长、和 P 型掺杂等方面创造幵长期保持丕界纪录（2000-2007
年）；联合改写和修正了多项 III 族氮化物半导体材料体系的基本参数，包
括 InN0.7eV 窄禁带宽度的重大发现，藉此将Ⅲ族氮化物半导体的应用领域
推广到近红外光学波段，大大拓宽了Ⅲ族氮化物半导体的研究与器件应用范
畴；首先发现 InN 表面强电荷聚集效应，解释了 GaN 基发光二极管的几个
南京大学团队所制 SiC 紫外单光子探测器的实时
深紫外光子计数图谱。

基本物理问题；成功研制出 InN 化学传感器、InNTHz 发射源、GaN 基高
温霍尔传感器、InGaN 多异质结太阳能电池、同质外延 GaN 雪崩光电探测
器等新型器件；近年来重点开展 GaN 基高功率电子器件、深紫外探测器件
及新型氧化物透明薄膜晶体管研究，获得了多项有重要应用前景的器件技术
突破，包括在国内首先实现具有单光子计数功能的超灵敏度 SiC 紫外雪崩光
电探测器；相应成果多次被《Nature》杂志、国际主流的半导体技术媒
体 ， 如 “ SemiconductorToday ” 、 “ CompoundSemiconductors ”
等专文报道；已发表 SCI 学术论文 200 余篇，所发表文章获 SCI 他人引用
7000 余篇次；与产业界保持密切合作，联合承担了多项省级重大科技成果
转化项目，率领南京大学团队在国内首先实现了高灵敏度 GaN 紫外探测器
件的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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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硅纳米线外延生长调控和原位结区形成机制
撰稿人：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许明坤
半导体硅纳米线由于其独特的光学及电学性质，在电子器件、光电探测、生物医学、传感器等方面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
景。目前，大多数半导体纳米线的制备采用‚气-液-固‛(vapor-liquid-solid, VLS)生长模式，故而制备出的纳米线是大多
是竖直生长垂直于衬底表面。为了将之在平面器件结构中应用，需要首先将其转移到平面衬底上—这也成为大规模纳米
线器件集成的关键技术障碍。同时，利用晶体衬底表面的特有径向调控纳米线的生长方向，获得有序阵列以及高品质 PN
结区具有广泛的器件应用价值，并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研究关注领域。
最近，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的余林蔚教授和徐骏教授课题组利用一种新颖的面内固-液-固（in-plane solid-liquid-solid, IPSLS）生长模式，首次成功地在 Si(100)衬底上制备出了平面外延硅纳米线。从而实现了平面硅纳米线阵列的自组织-自对
准的调控生长，并进一步展示本质掺杂的纳米线结构与衬底所形成的 PN 结区的整流特性。
IPSLS 纳米线生长通过铟纳米颗粒催化，吸收表面覆盖的氢化非晶硅层（a-Si:H），并将之转化成为表面生长晶体纳米
线结构。在此过程中，横向纳米线与晶态衬底紧密接触，有利于发生外延生长，并诱导纳米线顺延晶格方向前进。如图
1 所示，在 Si(100)面的我们可以获得有序排列的自组装纳米线结构。即便在生长过程中发生偏转，依然严格遵循径向切
换的 90°角--对应于 Si(100)面的[010]和[001]两个晶格方向。
图 2 中的高分辨截面 TEM 分析也进一步证实了外延生长的过程，以及横向硅纳米线和衬底之间的良好外延特性。同
时，在此工作中还利用 CAFM 测试揭示了本征铟掺杂导致的 P 型硅纳米线和 N 型衬底之间所形成的良好纳米微区 PN
结，并展示高品质的整流传输特性。
此工作为国际上首次实现了基于硅衬底上的平面硅纳米线的同质外延生长，该成果已经在 2014 年 Nano Letters (2014) 14,
6469 上 正 式 发 表 。 该 工 作 得 到 了 国 家 基 础 研 究 973 计 划 、 江 苏 省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项 目 的 资 助 。

(a)

a-Si:H
Si(100)
Twin
planes

spikes
void
In-plane SiNW

(b)

Epitaxy interface

Si[010]

Si(100) sub

图 1. （左）Si(100)衬底上平面外延硅纳米线生长 SEM 表征图片；
（右）p 型平面纳米线与 n 型硅衬底之间的 PN 结区的形成，及其

图 2. (a) 外延平面纳米线与衬底结构的 TEM 剖

CAFM 测试的整流传输特性。

面图；(b)纳米线与 Si(100)衬底之间外延界面
的高分辨 HR-TEM 图像，其中(a)、(b)中的标
尺分别对应 50 nm 和 5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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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红院士主持的全国多中心临床研究成果在国
际著名期刊《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发表
撰稿人：医学院
2014 年 11 月 11 日，由我校医学院院长、国家肾脏疾病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刘志红院士牵头主持的‚狼疮性肾炎
的多靶点诱导治疗多中心研究‛成果在国际著名医学杂
志《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影响因子 16.1）在
线发表，题目为‚ Multitarget Therapy for Induction
Treatment of Lupus Nephritis: A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 ‛，对于我国狼疮性肾炎（LN）患者
采用多靶点疗法（激素+他克莫司+霉酚酸酯）诱导治
疗，与静脉环磷酰胺相比，可获得更高的完全缓解率，
且不增加不良事件发生风险。研究成果反映了该领域近
年来的重大进展，是一项具有标志性的研究成果。文章
在 线 发 表 后 受 到 国 际 肾 脏 病 界 和 风 湿 病 界 的 高 度 关 注 。 《 Nature Review Nephrology 》 第 一 时 间 以 ‚ Research
Highlights‛对其进行了报道；《Rheumatology News》也对文章进行了报道和评价，多个国际学术网站对本文做出了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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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Nanotechnology》杂志精选：新纳米
电池 12 分钟充满手机
撰稿：科学网 2014 年 11 月 16 日
美国研究人员最新研制一种微型纳米电池，仅 12 分钟便能一部手机充电完成。
腾讯科学讯 据国外媒体报道，目前，美国一项创新电池技术将使人们的手机完全充电仅需 12 分钟，这将意味着手机充
电几个小时的历史将不再出现！
更重要的是，美国马里兰大学研究人员表示，这项最新发明将带来人们长期寻求的微型化能量存储元件，电动汽车可能
受益于该创新技术。
使用叫做‚纳米孔‛的电池可携带电解液，在纳米管电极末端之间保持电荷，数百万个纳米孔单元可容纳在一个邮票大
小的电池上。研究报告合著作者埃莉诺-吉列(Eleanor Gillette)说：‚纳米孔是非常微小的孔状结构，其直径仅不足人类
头发直径的 8 万分之一，放置在一个陶瓷薄片上。‛
研究报告作者、马里兰大学材料科学和工程系博士生 Chanyuan Liu 强调称，我们在纳米孔两端覆盖能量存储材料，之
后对每个纳米孔加注电解液，它将变成一个电池，所有纳米孔都并行连接在一起。这项最新研究报告发表在近期出版的
《自然纳米科技》杂志上，声称仅在 12 分钟之内便能对手机完全充电，并且它可以重复使用数千次。
Chanyuan Liu 说：‚快速充电技术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这种微型电池潜在等同于主流电池，其最大优势在于能够快速
充电。‛
目前，研究人员表示，将逐步完善这项技术，预计下一批微型电池的蓄电量将提升 10 倍。这将对电动汽车和电动设备带
来革命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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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杂志精选：流浪恒星队伍庞大：宇宙一
半恒星戒在星系之外
撰稿：参考消息网 2014 年 11 月 29 日
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一
项独特理论，称宇宙中一半的恒星
可能位于星系之外，以‚孤独恒
星‛的形式存在。如果能够证实这
一发现，将解开困扰天文学界数十
年的宇宙中‚丢失的物质‛之谜。
相关研究结果已刊登在最新一期
《科学》杂志上。
据 西班牙《阿贝赛报》11 月 25 日报
道，由于‚孤独恒星‛发出的光非
常微弱，所以此前天文学家们一直
没能觉察到它们的存在。没有人知
道这些已经存在的‚孤独 恒星‛，
尽管天文学家多年来一直怀疑‚在
星系之外‛可能有比想象多得多的
东西。现在，利用新技术天文学家
终于发现了这些‚流浪的恒星‛，
而且队伍庞大。这 一发现将有助于
科学家解开宇宙中‚丢失的物质‛
之谜。
所有天文学家都十分清楚，天文学
界尚未找出足够多的‚质量‛来解
释为何宇宙能够连在一起保持一个
整体。大部分尚未被发现的质量由
‚暗物质‛构成，它们不会发出任
何辐射，因此也不能被人类的工具
直接观测到。但单就普通物质而
言，比例并不平衡。
实际上，尽管一些估计认为宇宙中
的普通物质占宇宙全部质量的将近
5%(暗物质应该占 23%)，但天文学
家能观测到的普通物质只有 2.5%。
这是一个巨大的‚缺口‛，也是
‚丢失的普通物质‛之谜的理论基
础，这不能与神秘的暗物质相混

淆。无论人类怎样努力，都无法通
过天文望远镜观测到暗物质，因为
它们并不发光。但是人们却可以看
到那些丢失的普通物质——如果知
道它们在哪里的话。
很多年来天文学界一直在努力寻找
‚丢失的普通物质‛的踪影。有人
认为它们可能藏在黑洞里。也有人
认为它们可能以‚恒星尸体‛的形
式存在。即便通过‚哈勃‛望远镜
对太空进行一次彻底认真地扫描，
也无法发现这些‚多余的‛物质到
底在哪里。
这让加州理工学院的天文学家们开
始考虑，能不能调整望远镜的观测
角度，对准那些大的光源，如整个
星系，这或许是找到它们的最佳方
式。因为如果这些物质根本不存在
于星系之内，而是之外呢？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研究团队设计
了‚宇宙红外线背景实验‛卫星
(CIBER)，用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
角度来解决这一问题。不光测量具
体点的光源，而是来自 空间的特定
部分的所有光源。用这种方式，即
便是最微弱和弥散性的不能单独被
发现的光源也能被看到。这就好比
在一个足球场内，通过人群发出的
喧哗声来估算观 众的人数，而不是
一个人挨着一个人地数数。
显然这样的方法无法在地球完成，
因为大气是最大的障碍。使用太空
望远镜也不太适当，因为视野太
小 。 研 究 负 责 人 迈 克 尔 •曾 科 夫 指
出，‚‘哈勃’望远镜的视野只有

一张小邮票那么大，而‘宇宙红外
背景实验’卫星的视野则是满月的
20 倍‛。
为了能拍摄到一张曝光足够长的照
片，研究团队将设备加载在火箭
上，并将其发射到距地面 300 千米
的高度，从而远离大气层。然后当
火箭开始向地球下坠时，一台摄像
机就可以拍摄到 7 分钟曝光长度的
照片，用两个分光计测量收集到的
光源在不同红外线色带上的强度。
‚宇宙红外线背景实验‛卫星可以
一次性测量星系内数以百万计的光
源。然后研究人员在排除掉来自已
知星系的光源，只留下理论上任何
物质也没有的空间的光源。最后 研
究人员发现，这些星系之间的空间
并不完全是黑的，而是从深处发出
微弱如幽灵般的光辉，目前尚无法
解释这‚深处‛到底是哪里。
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这些‚多余
的‛光来自于星系以外的恒星。虽
然光线太弱，以至于无法单个地区
分开来自哪些恒星，但却足以让
‚宇宙红外线背景实验‛卫星监测
到它们发出的混合光亮。
这些恒星是如何到了星系以外的地
方呢？众所周知，恒星通常诞生于
星系之内，但几十年前天文学界也
已经知道，当两个星系发生碰撞
后，许多恒星就会受到‚重力碰
撞‛，把它们集体推到星系以外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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