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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科学技术分会第一届

年会”12月2日在国家纳米

科学中心召开，朱静、欧阳

钟灿、田中群、卢柯、解思

深等院士和专家到会作精彩

学术报告。（详见第 2版）

温度调控纳米粒子可逆相转移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科研人员最近在纳米粒子的合成，性质

研究和组装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进展。

  纳米粒子的相转移行为对于扩大其在生物成像、环境治理

等领域的应用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目前报道的相转移方法主要

有两类：(1) 改变纳米粒子表面的稳定剂; (2) 改变纳米粒子

溶液中介质的成分。但是这些方法需要通过改变纳米粒子表面

的组成或溶液的组成来实现相转移过程，而且多数是不可逆

的。

  以 DEAET为稳定剂的碲化镉纳米粒子在不同温度下相转移行为的荧

光照片。

  该研究小组报道了一种仅仅通过改变温度就可以实现纳米

粒子可逆相转移的现象（Angew. Chem. Int. Ed., 2008, 47,

9875-9878）。首先通过化学方法合成了以2-（二乙基氨基）-

乙硫醇（DEAET）为稳定剂的碲化镉纳米粒子。稳定剂DEAET带

有两个疏水的乙基和亲水的氨基，这赋予了碲化镉纳米粒子独

特的相转移性质(图)。试剂瓶中是甲苯和水的混合溶液。0℃的

时候，碲化镉纳米粒子都倾向于待在上层的甲苯相中。当温度

升高到室温（27℃）时，部分碲化镉纳米粒子从甲苯相转移到

水相当中。随着温度进一步升高至70℃，几乎所有的碲化镉纳

米粒子都转移至水相中，甲苯相中已经没有存留。这种相转移

行为不依赖于纳米粒子的大小且可逆，经过多次循环后，纳米

粒子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荧光性质。理论计算表明，随着温度

升高，纳米粒子的净疏水力下降，导致了以DEAET为稳定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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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科学技术分会第一届年会召开

  在纳米科学技术分会成立一周年之际，

“纳米科学技术分会第一届年会”于 2008年

12月1－2日在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成功召开。

来自全国 78家科研院所、高校及企业的近

200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纳米粒子相转移行为的发生。分子级别的粒

子和纳米级别的粒子在破坏水中氢键网络的

能力上有着根本的不同。

  此外，该研究小组和中科院化学所合

作，发展了一类催化合成结构和尺寸可控半

导体纳米异质结构的新方法（J. Am. Chem.

Soc., 2008, 130, 13152-13161）。通过同

时控制纳米粒子之间的物理及化学相互作

用，该研究小组实现了粒子的一维可控组装

（Adv. Funct. Mat., 2008, 18, 3801-3808）。

  本系列研究工作为进一步探索和认识纳

米粒子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质，实现纳米材料

的可控组装和应用拓宽了视野。研究工作得

到了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科技部纳米重大研究计划和中国科学院

研究生科学与社会实践资助创新基金的支持。

       （供稿：纳米材料研究室）

化》、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徐涛研究员的

《纳米显微技术发展近况》、中科院大连化学

物理研究所包信和研究员的《能源催化过程

中的纳米科学和技术》、北京大学纳米科技研

究中心刘忠范教授的《碳纳米管电子学 ——

化学家的机会与挑战》、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

医学工程学院顾宁教授的《基于纳米磁性颗

粒的多模医学对比剂》、中科院物理所微加工

实验室顾长志研究员的《纳米结构的加工与

新奇物性的研究》。高水平的报告深深吸引了

与会代表会场座无虚席，过道上都加了数十

个座位。

  会议由纳米科学技术分会副理事长、国

家纳米科学中心副主任朱星教授主持并致欢

迎词。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任王琛研究员代

表会议承办单位讲话，他向在百忙中出席本

次会议的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感谢，诚邀

社会各相关单位及同仁加盟纳米科学技术分

会，共同推动我国纳米科技的发展。

  开幕式上，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清华大学精仪系主任尤政教

  会议特别邀请了 9位专家作大会学术报

告。分别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朱静院士的《一

维材料的实验纳米力学》、中科院理论物理

研究所欧阳钟灿院士的《Concentration Induced

Shape Transition in Lamellar Nanostructure》、厦

门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田中群院士的《基于

纳米结构的表面增强光谱及其应用》、中科

院金属所卢柯院士的《纳米孪晶对金属的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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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化组织纳米技术委员会第七届会议在上海召开

  2008年11月17日至 21日，国际标准化

组织纳米技术委员会（ISO/TC229）第七届全

体会议在上海张江召开。来自美国、英国、德

国、法国、日本、韩国等三十多个国家和组

织的162位海外代表及36位中国代表参加了

此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办，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全国纳米技术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上海市纳米科技与产业发展促进

中心和纳米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共

同承办。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副主任、全国纳

米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朱星主

持开幕式并代表承办单位致欢迎词。上海市

科学技术委员会总工程师钮晓鸣和ISO/TC229

授代表学会名誉理事长白春礼院士、理事长

顾秉林院士及学会秘书处向会议的召开表示

热烈的祝贺，并向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对分会

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报告会后分会理事长解思深院士作了总

结发言。他高度评价了本次会议的报告水平，

不仅有深度，而且触及到一些主流问题，特

别是某些领域的工作已直逼国外领先者。他

希望我国的纳米科技工作者能够沉住气，再

接再厉地干几年，有可能在某些领域会处于

世界领先地位。

  他还指出，纳米科学技术分会需要继续

努力，通过积极的宣传工作，不断壮大会员

队伍，通过组织学术活动，为更多的年轻纳

米科技工作者提供更大的活动舞台，鼓励会

员之间的密切合作与交流，鼓励会员选定明

确的有限目标，集中力量形成有特色的研究

团队，为我国纳米科技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

献。

  会议期间，朱星教授受解思深理事长委

托主持了分会第一届理事会会议，40位分会

理事及理事代表参加了会议。分会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查连芳研究员作了分会成立一年来

的“工作总结”报告，朱星教授作了“分会

明年工作计划及今后发展设想”的报告，与

会理事就分会今后的发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解思深理事

长作了理事会会议总结。

   （供稿：纳米科学技术分会办公室）

主席 Peter Hatto在开幕式上作了讲话。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工业二部刘大山出席开幕

式并致辞。

  TC229会议分为纳米术语和命名法，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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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纳米技术政策研讨会”在中心召开

  2008年11月10日，“中韩纳米技术政策

研讨会”在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二楼多功能厅

召开。韩国驻华使馆科技官申峻浩博士和中

国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任王琛研究员分别致

辞。韩国首尔市立大学朴京完教授就韩国国

家纳米技术开发计划与研究动向作了报告，

并介绍了韩国对于纳米科技研究的目标和投

入以及最新科研进展。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

任王琛介绍了我国纳米科学技术的研究进展

以及相关的纳米科研政策。随后，双方就关

心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沟通，并就进一步展

开实质性的合作达成共识。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副主任查连芳研究员、

刘前研究员、孙连峰研究员、唐智勇研究员、

中科院半导体所杨富华研究员及韩国教育科

学技术部尹大相、柳南奎课长以及韩中科学

技术合作中心洪性范首席代等参加了此次研

讨会。      （供稿：科技管理部）

芬兰国家技术创新局代表团访问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2008年11月5日下午，由芬兰国家技术

创新局高级技术顾问马库·莱姆塞先生率领

的芬兰专家一行 12人访问国家纳米科学中

米测量和表征，纳米健康、安全和环境及纳

米材料规范等四个标准化工作组开展纳米技

术领域的国际标准制定和修订工作。目前

TC229已经正式发布2个纳米技术国际标准。

  经过五天的交流和讨论，各国代表对纳

米技术标准化的发展规划更加清晰，国家纳

米科学中心陈春英的“碳纳米管中金属杂质

的测量方法——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国际标准提案即将进行投票，葛广路的“硒

化镉量子点纳米粒子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

法表征”国际标准提案也列入了工作组的议

事日程。

  这次会议的召开，增进了各国在纳米技

术标准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对我国的纳米

科技工作者了解国际标准、参与国际标准的

制修订工作具有重大地促进作用，同时也对

我国纳米技术标准的国际化进程具有重要意

义。       （供稿：科技管理部）

心。中心主任王琛、科技管理部刘前及张忠

研究员等参加了双方会谈。

  马库·莱姆塞先生介绍了芬兰纳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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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FinNano），强调芬兰重视纳米研究领域

国际交流与合作，目前与中国科技部合作项

目 NAMI合作进展顺利。马库先生同时介绍了

芬兰最近的功能材料项目，期待能够与中国

科学家进行相关合作。王琛主任介绍了国家

纳米科学中心的组成、结构和运行机制，以

及现在主要研究项目以及一些最新取得的科

研进展。芬兰代表团成员包括芬兰科学院纳

米项目负责人安思·玛慨博士，芬兰纳米集

成项目相关负责人以及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和

坦佩雷工业大学的专家学者。坦佩雷工业大

学马库·派萨博士介绍了坦佩雷大学光电子

研究中心的情况和科研成果。

  代表团一行参观了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实

验室。      （供稿：科技管理部）

2008年中国纳米技术应用研讨会在山东召开

  2008年12月4到 6日，由国家纳米科学

中心、山东省科技厅、山东省科学院、中国

科学院山东综合技术转化中心和中国科学院

信息咨询中心共同主办的中国纳米技术应用

研讨会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山东省科技厅

翟鲁宁厅长、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王琛主任等

领导出席本次会议并发表讲话，开幕式由中

国科学院山东综合技术转化中心王晓斌主任

主持。

  此次会议得到了国内相关科研院所、高

等院校、企业、行业协会和新闻媒体的大力

支持。与会专家分别就纳米材料、生物医学、

太阳能电池、纳米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专

利战略促进纳米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等方面进

行了专题演讲。会议期间，一些参会代表和

专家就纳米技术解决现实工业需求、提升传

统产业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研讨，多

个与会代表和专家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

  这次会议的召开为进一步加强国内相关

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之间交流与合作，

集聚社会各方面的创新单元，有效推动纳米

科学基础应用研究成果的转移、转化和规模

产业化等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供稿：科技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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