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
家
纳
米
科
学
中
心

简报
2009年第 1期

(总第 30期)

白春礼、詹文龙、李志刚等院领导来国家纳米
科学中心调研电力防污闪纳米材料研制项目

强调要加快成果转化，使纳米科技为保增长、
促发展作出实质贡献

    3月 6日，中科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与副院长詹文龙、秘

书长李志刚以及计划局局长孔力、基础局局长李定、副局长刘

鸣华等领导来到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对正在研制的电力防污闪

纳米材料项目进行调研。

   “以科技刺激经济发展”是温家宝总理政府报告中的主要

内容，显然是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白春礼常务副院长指

出，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措施，打出的是“一套组合拳”，首

先是提出十条措施拉动内需，再是推出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三

是要充分发挥科技对经济的支撑作用，特别强调科技要为扩内

需、保增长、调结构、上水平、促发展、惠民生做出更大贡献。

    在调研中，白春礼、詹文龙、李志刚等领导一行参观了国

家纳米科学中心的电力防污闪纳米材料研制项目实验室，听取

了该项目负责人张忠研究员所做的项目进展汇报，并与相关科

研人员进行了认真的交流讨论。

  白春礼常务副院长一行对该项目的研究进展和成果转移转

化进程表示满意。在离开纳米中心的纳米复合材料实验室时，

白春礼常务副院长向课题组的研究人员表示，电力防污闪纳米

材料研制面向国家电力行业的重大需求，并及时与有关企业通

力合作，有着很好的应用前景。还叮嘱在场的所有科研人员在

做好这些纳米新技术基础与应用研究的同时，积极做好成果转

手性螺旋导电聚苯胺纳米纤

维的研究取得新进展(详见

第三版)

中心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

动圆满结束(详见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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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转化工作，尽早为国家经济中新增长点的

形成提供有效支撑。

    白春礼常务副院长强调，纳米科技是未

来新技术发展的重要源泉之一，是提升国家

未来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无疑也是

支撑形成新经济增长点的技术之一。以纳米

科技的研究成果为依托，有可能在未来的

20-30年内持续产生新技术和推动新产业的

诞生。

  据了解，截至2007年底，世界上已有50

多个国家不断扩大纳米计划的投入，其中美

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纳米科技研

发及产业化的格局正在逐渐形成。

    在调研中，白春礼常务副院长指出，当

前发达国家纳米科技布局有 5大特点:其一，

强调以应用为导向，建立基础研究-应用研

究-技术转移转化的一体化研究；其二，集

    我国纳米科技的研发始于上个世纪80年

代，目前，我国在纳米功能材料、器件设计

与构建、“自下而上”的关键技术与基础等一

些主流发展方向上进行了全方位、分层次的

战略布局。国家部署了纳米技术重大或重点

计划，成立了指导和协调我国纳米技术研发

的委员会，建立了国家级研发中心。据有关

机构统计，2006年以来我国纳米科技在基础

研究方面发表论文数量和论文引用次数都只

仅次于美国，排名全球第二。

  白春礼常务副院长表示，尽管我国在纳

米材料研究、纳米结构的高分辨表征与检测、

分子组装与调控、量子点与纳米线的生长、

组装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的进展，

某些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在应用研究

方面，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的导向性的应用研

究能力不足，研究水平中等；在可转移技术

研究方面，能力较差，同国际最新进展相比，

整体上我国纳米科技的工业化应用水平仍然

处于初始发展阶段。

    白春礼常务副院长认为，有 4点原因导

致了我国纳米科技的工业化应用水平的滞

后：第一，政府投入总量不足，并且投资部

门多，领域分散，缺乏协调，造成研究课题

不集中和研究工作偏离纳米科技发展的主

流；第二，纳米技术与能源、信息、生命、环

境等领域的交流渠道不畅，交叉合作研究的

程度不够，对各领域的主流问题的贡献度偏

低；第三，在应用研究方面，尽管我国申请

或获得授权的国内专利数量有显著增长，但

与产业界的联系和合作仍较薄弱；第四，纳

米科技的多学科性、复杂性和发展的不确定

性使得其长期发展的前景不明朗，造成产业

界不愿早期介入。

中投入，建设不同类型的专业纳米技术研

发平台，以保持可持续的发展；其三， 整合

各学科的研究力量，集中解决重大的科学

挑战问题或孕育重大突破的应用技术；其

四，强调基础研究的长期性，强调重要的科

学突破对未来技术的影响；最后，全球大型

企业越来越重视纳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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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春礼常务副院长指出，在当前形势下，

为保持我国纳米科技在基础研究方面已有的

优势地位，为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科技

支撑，应结合纳米科技产业化的人才战略、

专利战略、标准战略，针对制约纳米科技转

移转化的关键问题，应从政策、模式、平台、

人才、投入 5个方面统筹考虑。他强调，公

众对国家科技发展的期望值很高，我们不能

仅仅满足于进行基础研究，发表一些论文。

我们一定要在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的同时，

加大成果转移转化的力度，更好的组织纳米

技术推向产业化。

    白春礼常务副院长也坦陈：纳米科技还

面临着挑战和困难，他表示：纳米科技是新

领域，目前全世界对它的前景和风险还缺乏

足够的认识；纳米科技是各学科的交叉领域，

必须在各学科中找到合适的切入点；纳米科

技需要高技术的平台支持和长期、稳定、集

中的支持，选定长期的战略方向。为此，他

指出，我们应该根据现有基础，在各学科中

找到适当的切入点，加强纳米技术在其他领

域的应用，以满足国家重大需求为牵引、重

大应用为导向，进一步推动纳米科技基础研

究成果走向应用，以纳米技术推动能源领域、

信息技术领域、生物领域、环境领域研究的

进步。

  最后白春礼常务副院长要求，研究所和

科研人员不要满足现状，要从“保增长、促

发展”的大局出发，不仅要做好研究工作，还

要引入懂市场、会经营的管理人才，通过大

家的协同努力，切实推动纳米科技为“保持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

构调整，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作出实质性

的贡献。       （供稿：祝魏玮，有删节）

手性螺旋导电聚苯胺纳米纤维的研究取得新进展

  手性是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一种现象，

而手性导电聚合物纳米结构因其在手性识别

和分离、隐身材料以及生物传感等领域有较

大的应用前景而备受关注。虽然多种有机或

无机手性纳米结构材料可以通过手性模板、

手性取代基诱导、极性面诱导、溶剂挥发等

作用得到，但制备不同尺度和结构的单一手

性螺旋导电聚合物纳米纤维仍然是一个难题。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的科研人员在 2007年

率先报道了手性掺杂剂诱导制备了单一手性

的螺旋聚苯胺纳米纤维（Adv. Mater. 2007,

19, 3353-3357），并将手性诱导的概念应用

于手性超分子液晶体系（J. Mater. Chem.

2009, DOI: 10.1039/b817838k）。在原有工

作的基础上，最近又进一步制备了苯胺与邻

甲基苯胺、苯胺与间甲基苯胺的共聚物的螺

旋纳米纤维。有意义的是，发现间位甲基的

位阻效应可以诱导螺旋聚苯胺纳米纤维手性

的反转。因此，通过简单改变共聚单体的组

成，就可以调节聚合物螺旋构象和纳米线的

螺旋方向。以 D-型樟脑磺酸(D-CSA)诱导形

成的螺旋纳米纤维为例，苯胺自聚形成的是

右旋的聚苯胺纳米纤维（PANI），而苯胺与间

甲基苯胺共聚得到的是左旋共聚物（PM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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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纤维，苯胺与邻甲基苯胺共聚得到的是

与聚苯胺旋向相同的右旋共聚物（POANI）纳

米纤维。与聚苯胺类似，以 L-CSA和 D-CSA

同样可以分别诱导相反旋向的苯胺共聚物纳

米纤维。理论计算表明，聚合过程中间位甲

基的位阻效应导致了PMANI的分子构象发生了

反转，并直接导致了自组装螺旋纳米线的方

向发生了翻转。

   这项研究提出了一种可以调节聚合物的

组分和螺旋纳米纤维旋向的新方法，对螺旋

纳米纤维的制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文章

最近发表于Angew. Chem. Int. Ed. (2009, 48,

2003-2006)。

  此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

技部、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和知识创新工程

的支持。       （供稿：纳米器件研究室）

    甲基位置调控螺旋聚苯胺纳米纤维的手性

http://www3.interscience.wiley.com/cgi-bin/

fulltext/121682562/PDFSTART

纳米氧化铝比表面积标准物质通过国家二级标准物质审定

  3月4日，全国标准物质管理委员会组织

召开了“2009年度国家二级标准物质审定

会”。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作为“纳米氧化铝比

表面积标准物质”的研制单位参加了此次审

定会。与会的评审专家有中国计量科学研究

院副院长于亚东研究员，中化地质矿山总局

杨卓孚教授级高工，清华大学戴遐明教授，

北京大学程虎民教授，北京钢铁研究总院胡

荣泽教授级高工，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王顺安

秘书长，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高思田研究员，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张文阁高工和全国标准

物质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姜亚平老师。

  经过专家一致推荐，由中化地质矿山总

局杨卓孚教授级高工主持会议。各位专家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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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召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群众满意度测评暨总结大会

    2009年2月25日上午，根据中央和中科

院党组、北京分院党组关于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活动的部署和要求，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以下简称“中心”)按照学习实践活动工作安

排，组织召开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

动群众满意度测评暨总结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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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职工和研究生代

表参加了会议。北京分院（京区党委）第4指

导小组成员邵有余到会指导。会议由中心党

办主任范伟民主持。

    查书记首先代表中心领导班子向大家解

读了《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整改落实方案》，方案包括“深化理论学

习，坚定科学发展的理念”、“加强战略研究，

进一步凝练科研方向”、“加快科技队伍建设，

提升创新能力”、“完善培养规划，完善培养

规划，提升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推

进平台建设，增强技术支撑能力”、“深化品

牌建设，营造和谐奋进的文化氛围”六个方

面27项整改措施，明确了具体整改目标、时

限和责任人。

    随后，按照会议程序，参会人员以无记

名投票方式，对中心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

发展观活动进行评价。参会代表中，对活动

满意的占84％，比较满意占16％，满意率达

到 100%。其中 52％的代表认真填写了开放

性意见和建议，在充分肯定中心学习实践活

动圆满结束，取得阶段性成效的同时，提出

了自己对中心现状和未来的看法与希冀，为

中心发展献计献策。

    投票结束后，查连芳书记代表中心党政

领导做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

先审查了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提交的研制报告

等相关技术材料，听取了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朴玲钰副研究员所做的答辩报告，并针对标

准物质的研制过程提出了一些建议，朴玲钰

副研究员根据专家的问题进行了答辩。评审

委员会经认真讨论，一致认为国家纳米科学

中心研制的纳米氧化铝比表面积标准物质研

制思路清晰，研制过程合理，标准物质的均

匀性、稳定性良好，定值方法及数据准确可

靠，不确定度评定正确，研制报告书写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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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委员会一致同意通过国家二级标准

物质审定，并对进一步的工作提出了期望和

建议。

  此次审定会通过的纳米氧化铝比表面积

标准物质将对中心今后标准物质的研制和申

报以及标准制定与标准化的研究工作起到积

极的推动作用。     （供稿：检测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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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从“学习实践活动中的主要做法”、“取

得的阶段性成果和收获”、“贯彻落实中的主

要经验和体会”以及“以学习实践活动为起

点，开创中心工作新局面”四个方面对中心

深入学习实践活动做了全面的总结。

  查书记指出，中心自 2008年 10月 22日

全面启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来，根

据中央、中科院党组的总体部署和《国家纳

米科学中心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实

施方案》的具体安排，在北京分院（京区党

委）第 4指导检查组的具体指导下，结合中

心实际，紧紧围绕“科学发展与社会责任”的

主题和“凝练科研方向，凝聚科技团队，提

高创新能力”这个实践载体，加强领导，精

心组织，科学安排，注重实效，认真地完成

了科学发展观活动各个阶段的工作任务。进

一步提高了党员干部特别是中心领导班子和

党员领导干部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

执行力和创新力，取得了积极的活动成效。

                  （供稿：人力资源部）

国际交流

  1月6日，英国Uuniversity of Oxford Haichen Wu来中心做报告“Chemistry Inside Protein Nanopore at the Single

Molecule Level ”。

  1月7日，日本Hoshi University Dr. HuiLi Ma来中心做报告“Accelerated blood clearance phenomenon induced by

repeated injections of Gd-micelle and Gd-liposome”。

  1月 9日，美国物理学会出版商 Mark M. Cassar等 4人来中心合作交流。

  1月 12日，德国 TSE公司技术工程师 Thomas  Poen-Hoen  Budiman来中心做报告“颗粒物动态吸入动

物评价系统的工作原理及应用研究”。

  3月 9日美国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佐治亚理工学院)Professor Philip Shapira等来中心交流访问。

  1 月 13 日，刘刚副研究员：“多相催化的发展历史和当前的研究和应用”。

  2月 18日，北京大学医学同位素研究中心王凡教授：“detection of nanoparticles in vivo by PET microCT”。

  3 月 03 日，江潮研究员：“有机薄膜电子学器件”。

  3 月 09 日，孙连峰研究员：“一维纳米结构的电子运输”。

  3 月 10 日，解放军总医院（301 医院）消化科主任杨云生教授：“内镜影象技术与微创技术在消化

疾病诊治中的进展”。

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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