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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壁碳纳米管分离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12月 24日，科技部高技术

中心卞曙光处长率国家 863新材

料领域调研组一行 9人到中心考

察调研。听取中心王琛主任和承

担 863新材料领域有关课题负责

人的工作汇报。专家调研组还参

观了中心实验室，并就感兴趣的

问题进行了探讨。

  单壁碳纳米管结构独特，性质奇异，是目前研究的热点

之一。目前虽然能够大量制备单壁碳纳米管，但由于管与管

之间比较大的范德瓦尔斯作用（～500 eV/μ m），所得到的

碳纳米管往往相互纠缠，形成碳纳米管束。这对单根碳纳米

管器件的制备及其物性研究是需要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

  现在已经报道的单壁碳纳米管的分离一般基于化学方法，

如电泳分离法（e l e c t r o p h o r e t i c  s e p a r a t i o n）和层离法

（chromatographic method）等。这些方法往往涉及到多种化学试

剂（如表面活性剂），需要多步物理化学过程完成。由于化学

处理存在掺杂效应，改变了碳纳米管本身的固有性质。且化

学法得到的单壁管长度一般在 100纳米左右，对器件的研究

十分不利。因此，探索全新的分离方法，避免化学修饰，是

单壁碳纳米管以及器件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近日，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孙连峰研究员小组与中国科学

院物理所解思深院士等人合作，发展了一种全新的分离碳纳

米管的方法－库仑爆炸法。他们利用静电排斥的原理使一束

单壁碳纳米管带上同种电荷，当电荷之间的排斥力大于管之

间的范德瓦尔斯力时将导致库仑爆炸发生了效应。这种爆炸

使一束碳纳米管相互分离，形成一种独特、新奇的放射状格

局，被命名为“纳米树”（nanotree）。拉曼光谱（Raman）等实

验证明，分离后的碳纳米管具有较小的直径（～3 nm），甚至

可以得到单根碳纳米管。同时表明，库仑爆炸并没有破坏碳

纳米管的结构。利用碳纳米管均匀带电模型，对库仑爆炸所

需的理论电压作了计算，结果与实验数值十分接近。

  该项研究对于开展单壁碳纳米管物性及其多端器件研究

具有重要的意义，相关结果已经发表 2008年 12月 10号《纳

米快报》（Nano Letters）上。上述研究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项目的支持。

              （供稿：纳米器件研究室）

  左图为一

束单壁碳纳米

管经库仑爆炸

后形成的“纳米

树”结构。

  右图为静

电计算模型，可

以获得库仑爆

炸时的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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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电纺丝 -微流控芯片提高艾滋病毒检测效率

  近日，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蒋兴宇课题组

在纳米技术与重大疾病早期诊断方面取得新

进展，相关结果发表在最新出版的《先进材

料》杂志上（Advanced Materials, 2008, 20,

4770-4775, http://doi.wiley.com/10.1002/

adma.200801302）。

  早期准确快速的诊断是发现并控制重大

传染性疾病（艾滋病、禽流感、乙型肝炎等）

的必要条件。预防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

目前仍然没有有效的疫苗，抗病毒治疗也不

能有效的将病毒从体内清除，并且现有的HIV

确认试剂盒诊断所需的时间较长，价格昂

贵．因此，开发有效的、高灵敏度快速准确

地诊断HIV感染者的检测方法，可以有效地防

止病毒的继续传播。

  现在对于 HIV的检测其技术原理主要是

基于蛋白质（抗原或抗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微流控芯片（Microfluidic Chips）技术具有制备

简单、试剂用量少、操作方便等优点，因此

在生化分析中的应用越来越受到重视。

  蒋兴宇研究员和其博士生仰大勇与中国

疾病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中心的马丽英研究

员和邵一鸣首席专家合作，采用静电纺丝技

术(Electrospinning, ES)制备纳米纤维薄膜，应

用于微流控芯片和检测 HIV。与商业薄膜相

比，静电纺丝纳米纤维薄膜具有更大的比表

面积，对于被检测物的吸附提高了一个数量

级，从而使得检测的灵敏度有很大提高，在

一个小时内就能完成检测工作，使用的试剂

为常规用量的几十分之一。

  这是一项将纳米技术应用于疾病诊断领

域的成功例子，该工作开辟了静电纺丝应用

的一个新领域，同时这种结合微流控技术和

静电纺丝的新芯片系统(ES-Microfluidic Chip)具

有廉价、操作方便、便携、灵敏度高的特点，

将推动重大流行疾病早期诊断的研究和产品

开发。

  上述工作得到了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和中科院的支持。

  （供稿：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联合实验

室）

1 芯片示意图

2 以高分子静电纺丝为载体的微流控芯片灵敏

度是普通商用薄膜的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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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进行 2008年基层党委考评工作

  2008年是京区基层党委工作考评年。国

家纳米科学中心党委高度重视，在 2008年 4

月份的党群工作研讨会上，党委书记查连芳

同志向各党支部书记全面部署了基层考评的

工作，正式启动了此项工作。2008年12月17

日，中心召开了党委会，在总结工作、边议

边评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的自评。

  1 2 月 1 8 日，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召开

2006-2008年党委工作考评会。中心党委委

员、纪委委员、中层干部、支部委员、工青

妇、科研骨干代表和研究生代表等30余人参

加了会议。与会代表认真听取了查连芳书记

作的《2006-2008年党委工作总结》。根据京

区党委的要求，从党委政治核心作用和保证

监督作用、领导班子建设、党支部和党员队

伍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群众工作、统战工

纳米氧化铝比表面积标准物质通过鉴定

  12月12日，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

会（CNAS）实验室技术委员会纳米专业委员

会在北京组织召开了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

程重要方向项目“纳米材料和纳米测量中的

若干基础标准研究”所属课题“纳米氧化铝

比表面积标准物质的研制”科学技术成果鉴

定会。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过程工

程研究所副所长陈运法研究员，国家纳米科

学中心主任王琛研究员、副主任朱星教授及

其他鉴定委员会专家出席会议。

  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副院长王丽敏

教授级高工、中国计量测试学会韩永志研究

员分别担任鉴定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专家

们审查了课题组提交的技术材料，听取了国

家纳米科学中心朴玲钰副研究员所做的研制

报告及用户使用报告，并现场参观了标准物

质实物。鉴定委员会经认真讨论，认为研制

的纳米氧化铝比表面积标准物质均匀性、稳

定性良好，定值数据准确可靠，不确定度评

定合理，填补了国内外高比表面积标准物质

研制方面的空白，技术水平达到国内外同类

标准物质的先进水平，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和推广意义。鉴定委员会一致同意通过鉴定，

建议尽快申报国家标准物质，形成系列化标

准物质并积极推广应用。

                  （供稿：科技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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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召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

    2008年 12月 17日，按照中央及院党组

关于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部

署，国家纳米科学中心领导班子召开了 “学

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专题民主生活会，对

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广泛征求

群众意见的基础上，结合中心工作实际，认

真分析检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理清

了科学发展思路。

    会议由中心党委书记查连芳主持，中心

党委、纪委委员应邀参加会议。北京分院深

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第四检

查组成员邵有余到会指导。

    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与会人员联系中

心工作，联系个人思想、作风和工作实际，深

入剖析问题根源，诚恳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

评。并就涉及中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发表

了各自的看法和见解，为中心的发展提出了

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专题民主生活会始终在

民主团结、务实创新的气氛中进行，达到了

统一思想、增进共识、解决问题、明确方向

的目的。

         （供稿：人力资源部）

中心召开学习落实科学发展观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评议会

究生代表等3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中心

党委书记查连芳主持。北京分院深入学习实

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第四检查组成员

邵有余到会指导。

    会上，查书记首先向大家传达了全国人

作、以及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方面对中

心党委进行了评价，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

建议，认真填写了《基层党委工作考核评价

表》，总体评价分数为96.47分（满分100分）。

  作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一

部分，中心党委将以这次考评为契机，认真

总结经验、查找问题、改进工作，推动中心

党委各项工作迈上一个新台阶。

         （供稿：人力资源部）

   12月 17日，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召开深入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会议。中心主任王琛、

党委书记查连芳、党委委员、纪委委员、中

层干部、党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工会（职

代会）、共青团、妇委会、以及科研骨干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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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科院院长路甬祥作的

《推动科技创新，支持科学发展，促进科学前

瞻，迎接未来挑战》报告，传达了中科院常

务副院长白春礼在“中国科学院求是论坛”

上作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为科

学发展提供知识基础和科技支撑》报告精神。

与会人员就中科院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着力实现的九个转变展开了讨论，大家一致

认为“九个转变”为中心未来改革和发展指

明了方向，同时也是中心落实科学发展观，

实现跨越发展重要指导。

    随后，查书记代表中心领导班子向与会

代表宣读了“以凝练科研方向，凝聚科技团

队，提高创新能力为实践载体，深入学习实

践科学发展观”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初稿。

    评议会上，与会人员对中心领导班子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情况分析检查报告进行了评

议，同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为中心

进一步学习实践好科学发展观做了铺垫。

    中心主任王琛在听取了大家的评议后指

出，学习和实践是永恒的主题，希望大家要

以积极开放的态度对待工作，思想不要僵化、

老化、退化，要积极思考和实践，多沟通、多

交流，参与到中心的各项工作中，以推动中

心又好又快的发展。（供稿：人力资源部）

中心召开 2008年度科研学术交流暨特色科研工作奖评选会

  2008年 12月 31日，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2008年度科研学术交流暨特色科研工作奖评

选会在中心召开。中科院物理所解思深院士、

北京大学薛增泉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张幼

怡教授、中心主任王琛研究员、党委书记查

连芳研究员和科技、管理相关人员及学生共

14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分别由薛增泉教授和王琛研究员主

持，解思深院士作了讲话，他指出，中心目

前面临着机遇和挑战，科技人员之间要加强

交流，相互合作，理清方向，明确目标，做

出有特色的科研工作。查连芳研究员宣读了

中心 2007年度特色科研工作奖获奖人员名

单，解思深院士、薛增泉教授和张幼怡教授

分别为获奖人员颁奖。随后，每位科研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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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了2008年度的科研工作，并与与会人员

作了简短的交流。最后，与会专家、中心领

导和科技人员对2008年度特色科研工作奖的

六个奖项进行了投票评选。

  此次科研学术交流暨特色科研工作奖评

选会的召开为中心科技人员相互间的了解和

沟通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也为体现中心的特

色，形成中心的科研品牌奠定了基础，使中

心的学术建设和发展方向更加明确。

                 （供稿：科技管理部）

中心学习传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12月8日至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

北京举行。12月11日，中科院迅即在京召开

京区党员领导干部大会，学习传达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12日上午，国家纳米科学中

心召开座谈会，学习传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传达了白春礼常务副院长在中科院学

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会上的讲话，

结合中心科研发展实际，研讨加强集成创新

研究，更好地服务国家经济建设需求。

    中心主任王琛、党委书记查连芳、部分

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参加了座谈会。

         （供稿：综合事务部）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Ì       www.fineprint.com.cn

http://www.nanoctr.cn
mailto:E-mail:webmaster@nanoctr.cn
http://www.fineprint.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