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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相变研究取得新进展

中心科研人员在石墨烯相变

研究取得新进展。（详见第

一版）

中心召开 2009年度工作研

讨会（详见第三版）

  石墨烯由于其呈现出的优越电学和机械性能而受到广泛的

关注。石墨烯是一层单原子平面二维晶体，但完美的二维结构

在有限温度下是不能稳定存在的。近期理论模拟和透射电镜实

验结果给出了可能的解释，即石墨烯平面上存在纳米级别的微

观扭曲。但这些纳米级别的扭曲能在多大程度上稳定石墨烯，

或者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引发石墨烯的相变，目前还没有任何

相关实验报道，而稳定性的研究对石墨烯的应用至关重要。

  近日，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方英课题组，发展了一种新颖的

可以直接地、实时地观测石墨烯在聚合物中相变的方法。他们

巧妙地把未经化学修饰的石墨烯固定在只有几百个纳米厚的聚

合物基质中。当体系温度高于聚合物的玻璃化温度时，石墨烯

开始发生卷曲，而且这种相变不可逆。更有趣的是石墨烯还可

以主动折叠成双层/三层结构，且层层之间的重叠沿表面扩展

达到微米量级，拉曼光谱进一步表明层层之间的有强的电子态

偶合。另一方面，经过氧化的石墨烯即使在更高的温度也不发

生类似反应，这表明石墨烯本身的不稳定性是相变的内因。

  这项研究结果表明，在未来石墨烯-聚合物复合材料的应

用中，可通过在石墨烯中引入一定程度的缺陷帮助其维持在聚

合物基质中二维结构，否则当温度高于聚合物的玻璃化温度

时，复合材料会因石墨烯的卷曲和褶皱而失去其理想的光学、

机械、和导电率特性。

  该项研究工作对于探索二维原子晶体的热动力学特性具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相关结果已经发表在2009年4月3日的Nano

Letters ASAP (http://pubs.acs.org/doi/pdf/10.1021/nl900681n)。

上述研究工作得到中国科学院院长特别基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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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致异构分子多重性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包含光敏性结构单元的大环化合物已被

人们广泛研究来模拟自然界的光调控功能，

光诱导下其主体骨架结构在形状、化学特

性、尺寸大小等方面具有可调节性，为分子

识别、主客体复合物等基本问题的研究提供

了一个有效途径。另一方面，有机主客体复

合物对客体分子的几何形状以及结合特性具

有选择性响应，通过利用超分子结构的丰富

多样性特点实现高选择性的有机主体结构的

设计，能够为具有光学活性的分子纳米结构

的可控构筑和设计提供宝贵经验。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和中国

科学院的大力支持下，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的

研究人员合成了一类含四个偶氮苯的大环化

合物，并且发现此大环化合物能进入以苯三

氧十一酸为模板在石墨表面构筑的二维氢键

网格中，通过改变主客体两种物质含量比例

能调控此主客体组装结构。在紫外光照射下，

此类大环化合物发生结构变化，由 t r a n s-

trans-trans-trans 构型变为 trans-trans-trans-

cis 和 trans-cis-trans-cis两种构型，观察到

多种由光异构化形成的异构体构象。这一研

究结果为进一步理解功能客体分子与模板、

基底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实验基础，也为纳

米结构加工和光响应的纳米器件的研制提供

了新思路。此项工作拓展了该研究组在前期

图片说明：上图：石墨烯在聚合物中的相变化示

意图。右图: a 石墨烯在聚合物基质中的光学照

片，加热前；b石墨烯在加热后折叠成两层和三层

的光学照片。

  （供稿：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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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召开 2009年度工作研讨会

  2009年 4月 23日－ 24日，国家纳米科

学中心召开2009年度工作研讨会。中心主任

王琛研究员、党委书记查连芳研究员、中心

副主任朱星教授以及中层干部、副高级以上

科技人员共 50余人参加了会议。

  王琛主任在会上指出，此次会议旨在对

中心的战略规划、重要发展方向及管理工作

进行深入的探讨。通过研讨，进一步明确中

心已成立研究单元的重要发展方向，同时把

管理工作做的更有效、更出色。

  随后，在朱星副主任及查连芳书记的主

持下，中心6个研究室、2个实验室及3个管

理部门的负责人汇报了各自的工作内容及规

划，并同与会人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此次研讨会既是中心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整改落实方案的具体行动，同时对中心的

发展也至关重要。与会的科技、管理人员既

是中心的创业者，同时也肩负着开拓发展的

重要责任。面对中心在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

挑战，大家认真思考，充分交流，为中心制

工作中[Angew. Chem. Int. Ed. 2008, 47,

6717-6721; J. Mater. Chem. 2008, 18,

2074-2081; ChemPhysChem 2007, 8, 1519-

1523; J. Phys. Chem. C, 2007, 111, 17382-

17387; J. Phys. Chem. C, 2007, 111, 9235-

9239]发现的一系列分子主客体组装结构，并

为在单分子水平上研究光致异构分子的多重

性结构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

  有关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近期的美国化

学会志（J. Am. Chem. Soc. 2009, 131, 6174

在紫外光照射下，4NN-大环 /TCDB发生结构变化。

大环化合物由trans-trans-trans-trans 构型变为 trans-

trans-trans-cis 和 trans-cis-trans-cis两种构型的结构

(左图)和模型(右图)

6180）。

              （供稿：纳米表征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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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4月15日，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

任王琛研究员等一行17人到天津大学进行访

问，与天津大学化工学院科研人员举行了纳

米科学研讨会。

  天津大学舒歌群副校长致辞，化工学院

元英进院长致欢迎词，并介绍了化工学院的

概况。王琛主任代表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致辞，

并希望此次活动能够有效推动双方在纳米科

学方面的合作。

  随后，双方科研人员就各自的研究成果

进行了介绍，并在人才培养、科研合作等方

面进行了交流。参会人员还参观了天津大学

化工学院的中心实验室和科研平台。

中心与天津大学合作举办纳米学术研讨会

  通过此次会议，加强了双方的互相了解，

促进了在纳米科学领域的合作。

（供稿：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重点实验室）

定下一步战略规划提供思路，共同推进中心

的发展。

  近期，中心领导及中层干部将继续针对

研讨会提出的方案、问题及建议进行探讨，

以促进中心更好更快地发展。

  会上，查连芳书记宣读了中心2008年度

特色科研工作奖获奖人员名单，并与朱星副

主任分别为获奖人员颁奖。

                  （供稿：人力资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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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国王大学代表团访问中心

  2009年4月16日，由沙特国王大学校长

顾问 David K. Y. Lei率领的代表团一行四人

访问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中心主任王琛研究

员接待了来访的客人。

  王琛研究员首先介绍了国家纳米科学中

心的组织结构、运行机制以及国际合作交流

的情况。梁兴杰研究员、裘晓辉研究员分别

就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纳米生物安全实验室以

及纳米表征相关研究情况作简短介绍。沙特

国王大学阿瓦特教授就目前沙特国王大学与

国内高校以及研究所的合作情况作了概述。

Lei 教授也表达了拓展双方合作的意愿。下

  4月 7日， 裘晓辉研究员：“纳米材料电学性质的探针研究方法”。

  4 月 14 日，吴晓春研究员：“非传统刻蚀方法和贵金属纳米结构”。

  4 月 20 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赫荣乔研究员：“蛋白质错误折叠与神经退行性疾病”。

  4 月 21 日，魏志祥研究员：“有机光电功能纳米材料的可控制备与器件性能”。

  4 月 28 日，唐智勇研究员：“纳米粒子超结构在器件中的应用”。

学术活动

午，代表团听取中心研究人员科研进展情况

报告。本次访问旨在寻找双方共同研究兴趣，

明确潜在合作方向，为双方实质性合作的展

开奠定基础。   （供稿：科研管理部）

  4月 14日，新西兰 Massey大学教授、MacDiamid中心主任 Ashton Partridge博士与 Wu Yinqiu博士来中心作

报告“Nanotechnology Enhanced 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Biosensing”。

  4月 29日，丹麦科技创新部大学部主任 ANITA JENSEN以及丹麦奥胡斯大学 OLE FEJERSKOV教授访问国

家纳米科学中心讨论合作事宜。

  4月 30日，日本产业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 Xue-lun Wang（王学论）来中心作报告“The bellow site

and time”。

  5月 6日，IBM研究中心纳米电子规划部经理来中心作报告“Post CMOS Nanoelectronics Research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logic switches”。

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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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纳米科学技术分会诚邀

纳米科技界同仁递交入会申请的通知

全国纳米科学技术各相关单位及同仁：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纳米科学技术分会由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筹备发起并于 2007年 9月 20日

在上海成立，分会挂靠在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分会的成立旨在为全国纳米科技界专家、学者和企业提供一个开放的交流平台。分会将一视

同仁地保护所有会员的合法权益，加强各会员之间的往来与联系，实现资源共享，为中国纳米科

学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做出应有的贡献。

  分会成立一年多以来，积极开展相关学术交流活动，截止到目前，分会已主办了“第一届全

国纳米材料与结构、检测与表征研讨会”、“2008全国纳米生物与医学学术会议”及“纳米科学技

术分会第一届年会”。通过这些学术会议，分会为全国纳米科技界的同仁搭建了一个很好的交流

平台，参会代表普遍认为收获很大，希望分会今后能举办更多的类似高水平会议。有关纳米科学

技术分会更详细的资料请登陆“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网站“挂靠单位－纳米科技分会”http://

www.nanoctr.cn/units/units3/查阅。

  为促进分会的发展，发挥分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使分会成为全国纳米科技界专家、学者和

企业的一个交流平台，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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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及团体会员入会申请表详见“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网站： “挂靠单位－纳米技术分会”。

分会办公室常年受理入会申请，如有兴趣，请按要求填写相关入会申请表，填好后将电子版的表

格发给联系人，并将亲笔签名后的表格邮寄或传真给分会办公室联系人，以便存档。

  感谢长期以来对分会工作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的所有专家、学者及相关单位！

  分会办公室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张利平

  电话：010－ 82545553

  传真：010－ 82545553（铃响 5次后可自动接收）

  E-mail: zhanglp@nanoctr.cn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一条 11 号，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204

  邮编：10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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