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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和英国皇家化学会

联合发行新期刊《Nanoscale》

中心纳米检测实验室顺利通

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

员会（CNAS）严格细致的现

场评审和评定，于3月19日

正式获得CNAS认可资格。(详

见第二版)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和英国皇家化学会出版社将在

2009年秋季联合推出一本新的期刊《Nanosca le》，旨在发

表纳米科学和纳米技术范围内理论性和实验性的著作，

每月一期，包含各类研究文章，如通讯、评论和全文文

章。

  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理事长

白春礼院士非常支持创办该国际期刊，并表示：“国家纳

米 科 学 中 心 期 望 和 皇 家 化 学 会 出 版 社 合 作 创 办

《Nanoscale》，这样我们可以齐心协力为纳米科学和纳米技

术的发展揭开一个新的篇章。”白春礼院士将担任

《Nanosca le》新成立的亚太编辑部的总编辑，而欧洲和北

美编辑部的总编分别由苏黎世理工学院的 M a r k u s

Niederberger教授和麻省理工学院的Francesco Stel lacci教

授担任。

  《Nanosca le》的创办丰富并充实了皇家化学会出版物

在纳米领域的内容，给这个快速发展领域中的作者们提

供了一个全新的、内容专业的期刊，该期刊也继承了皇家

化学会出版物素以闻名的高质、快速和创新的特征。欧洲

的总编Markus Niederberger教授很高兴皇家化学会出版社

在纳米科学上向前迈进了一步：“皇家化学会一直是高品

质的代表，也是发表纳米科学中开拓型成果的代表。”

  融合了纳米各个学科的《Nanosca le》涵盖了医学、材

料、能源、环境、信息技术、检测科学、卫生保健、药物

发现和电子学等多个领域，一定会吸引对纳米科技感兴

趣的科学家、研究人员和专业人士。

  最新一期的《Nanosca le》将免费供读者在线阅读，组

织机构可以通过简单的注册过程免费查阅 2009 和 2010

年的期刊内容。          （供稿：技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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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检测实验室通过国家认可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纳米检测实验室顺利

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

严格细致的现场评审和评定，于本月19日正

式获得 CNAS认可资格，24日收到了 CNAS颁

发的认可证书。

  实验室认可是当今国际上通行的对检测

和校准实验室的管理和技术能力进行评价和

正式承认的制度。被认可的实验室所出具的

检测、校准报告不仅在中国范围内通用, 在

与 CNAS签署互认协议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

发达国家和地区)也被承认。

  建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面向国内外

开放的纳米科学研究公共技术平台是国家纳

米科学中心的目标之一，而纳米检测实验室

是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公共技术平台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中心最早成立的技术支撑单元。

为了确保纳米检测实验室能够实现检测资源

规范、高效地开放、共享，向社会各界提供

科学、公正、可靠的检测数据，在纳米检测

实验室筹建之初，中心就要求按照实验室认

可准则的要求去建设和运行。经过两年的紧

张筹备工作和体系的运行,该实验室涉及纳

米颗粒平均粒径、纳米级长度等 6项参数的

检测能力于去年11月通过了CNAS组织的现场

评审。

  获得CNAS认可后，纳米检测实验室出具

的认可范围内的检测报告将更具有权威性，

对于提升用户对检测报告的信心、拓展实验

室服务范围和促进纳米产业健康发展具有积

极的意义。     （供稿：检测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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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科技部基础司廖小罕副司长、韩苍穹研

究员、闫金定研究员应邀参加了此次大会，

参加此次会议的还有曾毅院士、强伯勤院士、

张泽院士、查连芳研究员、赵宇亮研究员、耿

运琪教授、方晓红研究员、司端运教授、梁

国栋研究员、赵京伟研究员、刘前研究员。同

时，“973项目”各课题组组长和科研骨干以

及研究人员 60余位也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国家纳米科学中心“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梁兴杰研究员主持。国家

纳米科学中心副主任查连芳研究员出席会议

并致欢迎辞，国家科技部基础司副司长廖小

应用纳米技术解决新型抗艾滋病药物的若干关键科学问题

973项目启动

  2009年 3月 19至 21日“应用纳米技术

解决新型抗艾滋病药物的若干关键科学问

题”973项目启动会议在北京新大都饭店举

罕、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强伯勤

院士、南开大学耿运琪教授、北京工业大学

副校长张泽院士、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病毒预

防控制所副所长梁国栋研究员、高能物理研

究所科研处处长赵京伟研究员、国家纳米科

学中心科研处处长刘前研究员分别代表科技

部、973专家组、顾问专家组以及项目各承担

单位致辞。

  梁兴杰研究员宣布了“973项目”顾问专

家组名单，并由科技部基础司副司长廖小罕

为 973项目顾问专家组成员颁发了聘书。开

幕式后，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强

伯勤院士主持会议，中国科学院院士曾毅先

生对 28年来世界艾滋病科学研究进行了回

顾，并提出了2009年度的重点实验室工作目

标及设想。天津药物研究所司端运教授对纳

米药物的安全评估和体内活性评价做了精彩

的报告。随后，在南开大学耿运琪教授的主

持下，梁兴杰研究员做了“应用纳米技术解

决新型抗艾滋病药物的若干关键科学问题”

的项目汇报，对该项目的主要研究内容和预

期应用纳米技术解决新型抗艾滋病药物的总

体研究方案和创新点、研究工作基础和研究

条件、项目研究思路做了深入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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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973项目子课题负责人对各个课

题的准备以及预研情况做了详细的汇报。项

目组 4个课题的课题组长分别汇报了各自课

题的预研成果以及后面几年的研究计划和方

案，“973项目”专家组及顾问组成员认真听

取各课题组长的报告，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21日上午，在梁兴杰研究员主持下，曹傲能

教授、杨怡姝副教授、方英副研究员、赵洪

武副教授，曾程初副教授、谭建军副教授、吴

雁副研究员、李霄副教授、杨蓉副研究员及

韩东副研究员都对各自的研究进行了介绍，

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及技术优势，参会人

员认真听取了报告，并对各研究人员所具有

的研究优势在以后项目研究中的潜在应用进

行了深入的讨论。

  21日下午，各项目承担单位研究人员分

组讨论，协调研究计划，确定了近期的研究

重点。分组讨论之后，各课题组长作了总结

发言，并对各自课题研究可能遇到的问题作

了介绍。最后，曾毅院士作了总结发言，他

要求各课题组加强沟通合作，共同克服研究

中碰到的各种困难，相信该项目一定会取得

丰硕的成果。

（供稿：纳米医学与纳米生物安全性实验室）

  3月 24日下午，德国明斯特大学 Harald

Fuchs教授应解思深院士邀请访问了国家纳米

科学中心，并且作了题为“纳米显微技术：新

概念与纳米生物医学应用（Nanoscopy: Novel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 to Biomedicine）”的报

告，王琛主任、朱星教授等近百位研究人员

和学生听取了报告。Fuchs 教授回顾了高分辨

生物检测分析方法，介绍了有关最新的纳米

显微技术及其在生物医学检测中的应用。报

告会后Fuchs教授并与中心人员进行了学术交

流。

  Harald Fuchs是明斯特大学应用物理所所

长，卡尔斯鲁厄研究中心纳米技术所所长。

德国Harald Fuchs教授访问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2003年被选为德国科学院院士。近年来，他

积极推动中德纳米科技领域的合作与人员交

流，主持了双边政府支持的重大研究项目，

并参与组织德国科学院与中国科学院纳米科

技高层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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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相关情况。随后，纳米标委会秘书处

汇报了委员会2008年度工作进展、经费收支

和2009年度工作计划，并向各位委员汇报了

“金纳米棒紫外/可见/近红外吸收光谱表征

方法”等三项标准的函审投票结果。

  纳米标委会下属的纳米材料分技术委员

会、上海市纳米技术标准化工作组、扫描探

针显微镜(SPM)标准化工作组、微纳加工技术

标准化工作组、纳米压入与划入技术标准化

工作组和纳米检测技术标准化工作组的负责

人分别汇报了分委会和各工作组2008年度工

作进展及 2009年度工作计划。

  各位委员及代表对纳米标委会、分技术

委员会及各工作组的汇报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对纳米标委会2008年所开展的工作予以了充

分的肯定，并对2009年的工作计划提出了宝

贵的意见和建议。会上，委员会委员及代表

根据工作需要，一致同意2009年进行纳米标

委会的换届工作。

         （供稿：科技管理部）

全国纳米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08年度会议召开

  2009年3月27日上午，全国纳米技术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纳米标委会”）

2008年度会议在北京召开。纳米标委会委员

或委员代表及秘书处成员等近三十人参加了

此次会议。会议分别由纳米标委会副主任委

员、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副主任朱星教授和纳米标委会副主任委员、

中科院物理所沈电洪研究员主持。

  沈电洪副主任委员首先介绍了国际纳米

标准最新进展和参加 ISO/TC229与 IEC/TC113

  3 月 17 日，刘前研究员：“近场光学与纳米技术”。

  3 月 20 日，美国纳米太阳能公司中国研发总监潘克菲博士及研发副总监俞天越博士：“纳米太阳能产

业化”。

  3 月 31 日，韩宝航研究员：“介孔材料”。

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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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24日，德国明斯特大学的 Harald Fuchs教授来中心做报告：“Nanoscopy: Novel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 to

Biomedicine”。

  3月30日，Atomistix Aps公司CEO Dr. Kurt Stokbro来中心作报告：“The theoretician of scientific calculation”。

  4月 1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Erik Winfree教授来中心作报告：“The DNA computing and nanostructure

assembly”。

  4月 3日，法国马赛大学彭玲教授来中心做报告：“PAMAM dendrimers as intelligent vectors for DNA and siRNA

delivery: promises and challenges”。

国际交流

中心传达贯彻院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精神

  3月26日，中心召开部门负责人会议，传

达学习贯彻院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精神。

中心主任王琛、党委书记查连芳和各部门负

责人、研究室和技术实验室主任参加了学习

讨论。

  与会同志认真学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路甬祥

作的重要讲话，学习了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

记方新作的中国科学院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报

告和中央纪委驻院纪检组组长、院党组成员

王庭大作的会议总结。大家在学习后的讨论

中谈到，路院长作的“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进一步推进我院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的重要讲话是今后一段时间推进我

院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总动员，我们要充分

认识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要正确认识和

把握反腐倡廉的新认识新要求，要不断地加

强党性修养和锻炼，认清新形势、新任务，以

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

核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继续推进中科院

知识创新工程的进程。

  与会同志还结合中心的工作实际，提出

中心近期要加强科研经费管理，开展科研经

费内部审计和管理使用培训，同时也要重视

科研道德建设，防患于未然。

  会议还学习传达了近期中央有关文件精

神，严格执行中央纪律，厉行节约，艰苦奋

斗。

  下一阶段还将组织安排中心党委委员、

纪委委员和支部书记学习贯彻院党风廉政建

设工作会议精神。

         （供稿：综合事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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