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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电力防污闪纳米复合室温硫化硅橡胶
（RTV）材料”通过中科院组织的鉴定

2009 年 6 月 24 日，由中国科学院基础局和计划局组织同行
专家，对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及中
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合作完成的“新型电力防污闪纳米复合室温
硫化硅橡胶（RTV）材料”进行了鉴定。
与会专家听取了项目组的研发报告、
技术实施及查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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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效益和测试报告，对鉴定资料进行了审查，考察了实
验现场，并对报告的内容进行了质询后，专家组认为该项目开
发了层状类水滑石结构颗粒的一步合成法新工艺，合成出纳米
复合氧化物，提高了RTV涂层材料的耐老化性能和使用寿命；通
过多尺度纳米颗粒的复配、不同表面效应耦合，大大提高了RTV
涂层的附着力、疏水迁移性、电气性能、力学性能等综合性能；
形成了纳米颗粒表面设计、分散技术与复合工艺等系列核心技
术，实现了新型防污闪纳米复合RTV材料制备工艺的放大。中试
样品通过了中国电力工业电

中心研制的“纳米级氧化铝
比表面积标准物质”被批准
为国家二级标准物质，列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物质目
录（详见第四版）
纳米科学学科发展战略研讨
会在中心召开 (详见第三版)

力设备及仪表质量检验测试
中心的第三方检测，所检十
七个型式试验项目全部达到
或优于行业标准 DL/T6272004 的要求，成本性能明显
优于国内外同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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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覆了纳米改性硅橡胶涂层的陶瓷绝
缘子照片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中科院白春礼常务副院长认为，这个项
目针对电力系统中防污闪的重大需求，提出
了无机 - 有机纳米复合防污闪新型涂层材料
的创新思想，通过材料配方体系、制备工艺及
装备的集成系统研究，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综合性能优异的RTV纳米复合材料。白
SiO2 纳米颗粒(平均粒径 13nm)在硅橡胶中分散的 AFM
照片

春礼强调，该项目见证了科学院与国家电网

专家组一致认为该项目研发的新型电力

的合作，是科研院所和行业部门双方共同努

防污闪纳米复合室温硫化硅橡胶（RTV）材料

力推动的成果。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国务院提

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鉴于该成果具有广阔

出了“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明确要求。

的应用前景和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建议尽

这项成果是依靠我院研究所的力量自主创新

快挂网实验和规模化生产。

的，双方的无缝合作应该是我院主动参与产

原电力部副部长、现国家电网陆延昌顾

业结构调整的典范；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

问指出，该成果的完成是科研院所与用户单

求的典范；是产学研用紧密合作的典范。建议

位共同攻克技术难题，基础研究和工程需求

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扎扎实实把该项目推

相结合的产物，今后的合作应该进一步扩大，

向产业化，产生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供稿：科技管理部）

发挥更大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白春礼常务副院长视察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6 月 17 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在听取了王琛主任和查连芳书记的工作

白春礼、基建局孔繁文局长等一行到国家纳

汇报后，白春礼常务副院长一行到纳米中心

米科学中心视察，听取中心近期工作汇报，

新建科研楼工地视察，从楼顶的设备，到实

实地检查国家大科学工程项目的验收准备工

验室的安排，白春礼常务副院长都仔细询问

作。基建局尹明处长，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

相关的问题，并与中心领导、施工技术人员

任王琛、党委书记查连芳、副主任朱星等陪

交换意见，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建议，对科研

同视察。

楼的施工及今后的使用和管理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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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白春礼常务副院长指出，要借大科学工
程验收的东风，促进中心各方面工作更快发
展。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要站在国家的高度，
多做一些全局性、公益性的工作，除纳米标
准、实验室认可等工作外，还要做一些高级
的纳米科普工作。并对纳米科普提出了新的
思路。

（供稿：综合事务部）

纳米科学学科发展战略研讨会在中心召开

重要意义，并宣读专家组和秘书组的专家成
员名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姚建年院士
到会并做重要讲话，指出基金委党组“十二
五”发展规划非常重视，而纳米科技是高度
交叉的学科，涉及很多专业，所以专家队伍
阵容强大，来自不同的学科专业。姚主任对
2009 年 6 月 12 日，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基金委党组陈宜瑜书记讲话精神做了传达：

委员会组织，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承办的 “纳

今年是筹划“十二五”规划的关键年，基金

米科学学科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国家纳米科

委把今年定为战略研究年，基金委党组对战

学中心召开，与会人员包括纳米科技学科发

略的研究高度重视，立足科学发展，突出两

展战略研究组和纳米科学学科发展战略秘书

个侧重：完善体制机制，体现科学民主等指

组成员以及基金委有关领导等近 40 位专家。

导思想，部署 6 个专题的战略研究。

基金委化学学部副主任陈拥军研究员主持会
议，并介绍了纳米科学学科发展战略研讨的

朱道本院士对纳米科学战略报告的启动
进行了说明。解思深院士也做了重要讲话，
第 3页 共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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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对学科战略发展研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基

组组长洪茂椿院士表示，纳米科学作为一个

金委化学学部常委副主任梁文平研究员也对

独立的学科进行战略研究任务很艰巨，专家

国内纳米科技发展的态势进行了简要的总结，

跨度很大，时间安排很紧；但是对于发展壮

并指出规划研究应该符合基金委重视基础研

大纳米科学研究的队伍、创新研究是非常重

究和人才培养的特点。对纳米催化和纳米生

要的，对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都有好处。

物效应的研究寄予很大希望。战略研究专家

（供稿：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研究室）

纳米级氧化铝比表面积标准物质获得国家二级标准物质证书
5 月 13 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使用纳米材料研制的比表面积标准物质，填

发布了《关于批准“纳米级氧化铝比表面积”

补了国内外高比表面积标准物质研制方面的

等 121 种国家标准物质的通知》，其中，国家

空白。

纳米科学中心研制的“纳米级氧化铝比表面
积标准物质”被批准为国家二级标准物质，

纳米氧化铝比表面积标准物质制造计量
器具许可证号：国制标物 10000945；

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物质目录。纳米氧

标准物质定级证书号：证字第 1010；

化铝比表面积标准物质的标准值为 4 4 6 . 6

标准物质编号 GBW（E）130274。

m2/g，不确定度为 8.4 m2/g。这是我国首次

（供稿：纳米检测实验室）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与德国罗氏诊断集团签定合作项目
6 月 26 日,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同德国罗
氏诊断集团签定合作研究项目。国家纳米科
学中心主任王琛研究员、罗氏诊断全球研发
与技术高级副总裁Matthias Essenpreis先生分别
代表双方机构在合作框架协议上签字。
根据合作框架，本次合作研究项目为期
两年。
（供稿：科技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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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韶山行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红色之旅
涵。随后大家一起来到毛主席铜像广场，深
刻缅怀了一代伟人的丰功伟绩、光辉思想。
之后，大家参观了刘少奇故里。展馆内
陈列着丰富的图片、资料和实物，从不同角
度展示着刘少奇同志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中的历史镜头。
参加此次活动的人员中有不少留学归国
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人员和‘80’后的年轻人，韶山行带给了他

观活动的成果，5 月 21-25 日，国家纳米科

们很多激情和感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

学中心党办和工会联合组织中心职工党员和

级革命家的伟大实践，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

入党积极分子50余人，在查连芳书记的带领

洒热血、前赴后继的战斗，换来了和平的今

下，赴湖南韶山，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及

天，也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国情考察。

这就是“勇于牺牲，甘于奉献，为了国家和

在毛主席故居，大家从一幅幅老照片、

人民的利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的伟大精神。

一件件展品和实物中去寻找伟人的足迹，去

此次活动进一步加强了中心人员的沟通、

领略毛泽东青年时期那种忧国忧民的博大胸

交流与团结，促进了学科间的交叉合作，进

襟、广阔无垠的思想境界，去体会、感悟“为

一步提升了中心的凝聚力。

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精神内

（供稿：人力资源部）

学术活动
5 月 5 日，江鹏副研究员：“自组装与贵金属控制”。
5 月 1 2 日，智林杰研究员：“富碳分子与能源材料”。
5 月 19 日，蒋兴宇研究员：“Using Small-scale Tools for Biochemical Analysis”
。
5 月 2 6 日，梁兴杰研究员：“纳米材料在生物学和医学研究中的潜在应用”。
6 月 2 日，聂广军研究员：“纳米生物技术研究机体代谢的分子机理”。
6 月 2 日，葛广路副研究员：“量子点纳米晶的物理, 化学和生物应用”。
6 月 1 2 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化学系陈洪渊教授来中心作报告：“纳米电分析化学”。
6 月 1 6 日，赵宇亮研究员：“纳米生物效应：纳米物质与生命体系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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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举办庆“七一”歌咏比赛
七一前夕，国家纳米科学中心隆重举办
庆“七一”歌咏比赛，用歌声颂扬党的丰功

着《我的中国心》，
《歌唱祖国》，
《爱我中华》、
爱我《大中国》，以《精忠报国》之愿，唱着

《打靶归来》、
《保卫黄河》，因
伟绩，用歌声欢庆中国共产党建党 88 周年， 《游击队之歌》、
用歌声抒发我们创新为民、
爱国奉献的情怀。
查连芳书记在会上讲到：今天我们中心

为《我相信》
《团结就是力量》、
《众人划桨开
大船》，我最爱我的《国家》。

全体职工和学生用合唱的方式，来纪念党的

此项活动是由中心党委布置，列入了工

生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心各方面的

会的年度工作计划，党办、工会、团委、研

工作开展，科技创新取得的成就，与中心全

究生会联合组织的，各合唱团提前一个月就

体职工和学生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与不

开始组织排练，许多研究室主任、部门负责

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切实发挥党委的政

人、研究员都带头参加，职工积极参与，学

治核心作用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是分不

生们更是排练了许多有难度和技巧的新歌。

开的。各级党组织始终是推动科技事业前进

（供稿：综合事务部）

的坚强核心，广大党员始终是促进改革创新
发展的中坚力量。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胡锦
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奋发图强，开拓创新，创造更加优异
的成绩，来庆祝党的生日，迎接国庆 60 周年
和建院 60 周年。
200多位职工和学生分作6个合唱团，怀

国际交流
5 月 22 日，德国柏林自由大学 Michael Giersig 教授来中心作报告“Nanomaterials and their potential
applications”
。
6 月 2 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Song Jin 教授来中心作报告“How to Make Nanowire Christmas
Trees: Screw Dislocation Driven Nanowire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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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飞梦想，走向明天——中心 2009 届研究生毕业典礼隆重举行

2009 年 6 月 26 日上午，中心多功能厅在

要把知识带到其他的行业里去。希望在三五

激动人心的管弦音乐萦绕中显得庄严而热烈。

年，或更长的时间之后，你们再回到中心的

1 7 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身着学位服齐聚一

时候，能够带给中心更多更宝贵的财富。希

堂，中心主任王琛研究员、查连芳书记、博

望你们走出中心之后，把中心的经历作为美

士生导师代表、以及毕业生亲友团等应邀参

好回忆，这个回忆更多地包括你们在这里得

加了毕业典礼。研究生部主任范伟民老师主

到的科研训练和遇到的困难。你们克服了这

持毕业典礼仪式。

些困难，这些经历就变成了你们的一笔财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走出象牙

富。”

塔，走向新岗位……亲爱的博士们，灿烂的

查书记说：
“要学会宽容，宽容上级的失

笑容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纳米中心的

误，宽容同仁的冒犯，宽容下级的过错。同

新一辈！”
，
在中心合唱团演唱的中心传统毕

时，要正视自己的失败，才能步入更高的境

业歌曲《纳米学子来相会》中，2009 届研究

界。希望全体毕业生能够继续关注中心的发

生毕业典礼拉开了欢乐的序幕。

展，常回家看看，希望能经常听到大家从四

中心王琛主任和查连芳书记首先向圆满
完成学业的毕业研究生们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面八方传来的好消息。”
随后，在高昂的进行曲交响乐中，伴随
着每位毕业生在三年中所获成绩和毕业去向
的介绍，王琛主任和查书记逐一向走上红地
毯的毕业生颁发了《毕业证书》、毕业纪念相
册和一支充满关怀的康乃馨，阵阵热烈的掌
声和一次次照相机的闪烁见证了这庄严的时
刻。非常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中心的第二届
毕业生，他们克服了中心创始阶段的艰辛，
圆满地完成了学业；同时在世界金融危机的

中心主任王琛研究员深切祝福毕业研究生

大背景下，他们努力寻找机会，就业率达到

王琛主任深切地谈到：
“希望你们成为精

80%以上。他们即将离开中心，扬帆启航，怀

英，精英这个词是代表着能为社会作出更大

感恩之心，承责任之重，以激情之志，寻梦

的贡献，这个贡献不仅是对知识的贡献，也

想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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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王琛主任、查连芳书记给毕业学生颁发毕
业证、纪念相册，并送上一枝充满关怀的康乃馨

劳芳、曹四海博士代表毕业生发言，他

毕业生倾情演唱《放心去飞》

《我相信》又将会场掀起朝气蓬勃的气氛。

们回顾了在学三年中感受到中心的变化和自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世界等着我去改

身成长的体会。在这三年里，大家一起体会

变，想做的梦，从不怕别人看见。我相信我

到了中心青春的气息，共同经历了汶川大地

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

震、奥运会等国家大事件，在做人、做事、做

线，I do believe”。投影上播放着毕业生们三

科研各方面都得到了磨练；他们深深感激这

年里在中心学习生活的照片，2009 届毕业典

三年里中心给予的关怀，感谢各个部门老师

礼在充满青春激情的歌声中结束。一段难忘

给以的帮助和支持；盼望毕业后能常有机会

的岁月，一份难舍的情怀，一场难得的相聚，

回到中心，继续与老师和师弟师妹们进行交

让我们共同祝福：09 届校友，前程似锦！

流。
“终于还是走到这一天，
要奔向各自的世
界，
没人能取代记忆中的你和那段青春岁月，
一路 我 们 曾 携 手 并 肩 ，用汗 和 泪 写 下 永
远......”随后，全体毕业生一起唱起《放
心去飞》，
“放心去飞，勇敢地追，追一切我
们未完成地梦”。在歌声中，回忆起这三年里
的点点滴滴，会场上顿时沉浸在感人的气氛
中。

中心领导、中心导师代表和毕业研究生合影

随后，中心合唱团充满青春激情的一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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