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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非常有趣的可以用于石

墨烯结构工程的方案。

（详见第二版）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新网站开

始试运行

http://www.nanoctr.cas.cn/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再次研讨发展战略

  2009年 8月 13日，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召开今年第二次发

展战略研讨会，听取各研究室的规划方案初稿，和部分研究方

向的学术报告，围绕提出的观点、思路展开讨论，并听取了专

家意见。

  在中心全体同事的共同努力下，中心的科研继续快速发

展，在实验室建设、科研设备添置、科研项目争取、科研产出、

标准与认可、国际合作等方面不断有新的进展。中心将重点在

纳米制造的相关基础研究、纳米技术标准化和纳米标准物质的

研制、纳米结构的生物学效应与安全性研究、纳米结构的系统

和集成技术等方面，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多学科交叉前沿研

究，促进基于纳米结构的系统和集成技术的发展，在专业平台

建设的基础上实现集成技术平台的功能。

  各研究室主任分别汇报了各自的工作规划，中心与会的50

多位研究员、副研究员和中层干部认真听取了报告，并积极发

表自己的观点看法，提出问题来讨论交流。特邀与会的专家也

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工作建议。

  专家们谈到，从论文、专利的数量和质量，各个实验室都

有亮点，申请项目和争取经费方面要增强竞争意识，更多努

力。对从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公益性研究等不同性质工作

的评价机制要有所区别，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要重视多方面人才的吸引和培养，在集成技术方面要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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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

  专家还指出，科学研究两个驱动，一是

兴趣驱动，二是需求驱动，中心应对两个方

面都高度重视，并将二者更好结合。国内有

30多个研究所、50多所高校从事纳米科技研

究，他们已经有了很深的积累和基础。我们

应该充分发挥在学科交叉方面的优势，纳米

科技本身就具有显著的多学科交叉特点，还

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室之间的交叉与合作。

  纳米科技从上世纪中后期兴起，特别是

2000年美国发布 NNI计划后，如今将近 10年

过去了，很多研究人员进入纳米界，纳米技

术发展到今天，除新现象、新理论、新方法

的发现外，有可能产生一批有显示度的应用

技术。科学院部署过三个纳米科技的重大项

目，一期是纳米材料，二期是纳米器件，三

期重点有太阳能电池、绿色印刷、防污闪涂

料、铬渣处理等几个课题，都取得了很好的

成绩，成为纳米技术基础和应用研究的亮

点。这些进展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基础研究

的长期积累为抢占产业技术制高点提供重要

支撑；国家和社会需求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的第一驱动力；科技服务经济建设的关键在

于加快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速度；为国家经

济做出贡献，更加突现基础研究价值。

  专家提出，目前中心人员结构要进一步

优化，建议成立纳米技术应用研发平台，招

聘从事应用的科研和技术人员，关键是凝练

出好项目，打通产业化前期的技术需求。比

如能源研究、太阳能电池等，要集中优势力

量，提出创新想法。把人员、条件匹配，近

期、中期、长期目标定好，中心二期建设计

划，要涵盖未来十年，与院里正在做的创新

2020规划相结合。大家共同努力来建设好国

家纳米科学中心。

  中心领导主持研讨会议并作了简要总结。

         （供稿：综合事务部）

构造石墨烯纳米结构的研究新进展

  自从石墨烯被发现具有完美的晶体结构

和独特的物理性质，人们就开始广泛探索它

的相关应用领域。其中，在石墨烯中引入纳

米结构将有可能改变它的物理特性进而影响

它的功能，这对于其在结构工程中的应用将

有深远的意义。研究基于石墨烯的结构工程

首先需要理解石墨烯的力学性能以及石墨烯

与基底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至今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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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英国皇家化学会综述期刊 C h em i c a l

Society Reviews的邀请，由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科研人员撰写的利用多级组装方法构筑低维

分子纳米结构的评述文章近日在该刊发表

（Chem. Soc. Rev.,2009, 38, 2576）。近年

来，多级分子自组装现象在光电功能的共轭

《化学会评论》发表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多级分子自组装评述文章

分子、多肽、嵌段共聚物、纳米粒子的组装

以及有机无机杂化组装中受到广泛关注。该

评述文章从分子间相互作用特征和组装单元

尺寸逐级变化的角度出发，结合组装单元的

对称性传递，总结了目前多级组装方法构筑

低维分子纳米结构的研究进展和发展趋势。

该评述文章对于深入理解多级分子自组装现

象的机理，以及探索分子纳米结构的可控制

备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该研究方向得到了国家科技部重大基础

研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国

科学院的大力支持，多年来利用扫描探针显

微技术在表面低维分子纳米结构的构筑、亚

分子水平结构表征、分子自组装机理方面进

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近年来在功能分子纳

米结构的构筑、调控以及组装机理

（Macromolecules, 2007, 40, 4552；J. Phys.

没有实验能够完整的描述这些问题。

  最近，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的方英课题组，

发展了一种非常有趣的可以用于石墨烯结构

工程的方案。他们利用 AFM深入研究了软基

底（PMMA）上石墨烯的纳米结构的构造。当

体系从 PMMA的玻璃化温度以上开始冷却时，

石墨烯的边缘出现纳米尺度的周期性褶皱。

他们认为石墨烯和PMMA之间较大的热膨胀系

数差别是产生周期性褶皱的原因。PMMA在冷

却过程中很快收缩，对石墨烯产生应力。为

了克服应力，石墨烯在边缘扭曲。他们的这

种方法开辟了一条在石墨烯中引入纳米结构

的新途径，使进一步研究这些周期性褶皱的

对石墨烯电学性质的影响成为可能。

  相关结果已经发表在 2009年 8月 5日的

Nano Letters ASAP（http://pubs.acs.org/doi/

full/10.1021/nl901815u）上述研究工作得到

中国科学院院长特别基金支持。

  （供稿：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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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 C, 2007, 111, 9235；J. Phys. Chem.

C, 2007, 111, 17382；ACS NANO, 2007, 1,

160；J. Phys. Chem. C, 2008, 112, 8649；

J. Phys. Chem. C, 2008, 112, 10141；Angew.

Chem. Int. Ed., 2008, 47, 6717；J. Mater.

Chem., 2009, 19, 1490）、表面组装机理与

分子材料体相性质之间的关联（J. Mater.

Chem., 2007, 17, 4699；ChemPhysChem, 2007,

8, 2615）、分子及其组装体的外场响应特性

（Angew. Chem. Int. Ed. 2006, 45, 6889；

Phys. Rev. B, 2007, 76, 155438；Nano Lett.

2008, 8, 1836；Nano Res., 2009, 2, 235）

等方面进行了深入和细致的研究，连续受邀

撰写该领域综述性评论文章（Curr. Op. Colloid

and Interf. Sci., 2009, 14, 135；J. Mater.

Chem. 2008, 18, 2074；Int. J. Nanotechnology,

2007, 4, 4）。

   （供稿：  纳米表征研究室 纳米生物效

应与安全性研究室）

细胞在金表面的可逆黏附研究取得新进展

  细胞生物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动态

地控制细胞在表面上的黏附。最近，随着表

面化学的研究深入，尤其是对烷基硫醇在金

基底上形成自组装单层膜（se lf-assembled

monolayers, SAMs）这一体系的研究，使得人们

能在分子水平的表面上控制细胞黏附。

  目前，动态控制细胞黏附的方法很多，

已有的手段比如光照、施加电压、加热、利

用微电极、微流控以及表面纳米形貌的梯度

变化等，都可以实现在表面动态地控制细胞

黏附。这些手段都是通过改变表面性质从而

达到动态控制细胞黏附的目的，这就意味着，

一旦表面性质发生改变，就不能回到改变之

前的状态。所以这些方法都是单向的控制细

胞黏附，探索出一种能可逆的控制细胞黏附

的方法，显得十分重要。

  近日，中科院成都生物所邵华武和国家

纳米科学中心的蒋兴宇课题组利用偶氮苯的

良好的光学特性，运用含有偶氮苯的混合

SAMs，偶氮苯的末端共价连接可非特异性黏

附细胞的五肽甘氨酸-精氨酸-甘氨酸-天

冬氨酸-丝氨酸（GRGDS），混合 SAMs中是以

末端为六聚乙二醇的硫醇为背景，该SAMs修

饰而成的表面能够黏附或者抗拒细胞黏附，

其表面黏附性质取决于 SAMs 中偶氮苯的构

象。通过紫外光照金表面，单层膜中偶氮苯

的构象由反式变为顺式，偶氮苯末端的 RGD

片段被埋没在抗细胞黏附的 PEG中，被紫外

光照过的表面表现为抗细胞黏附，当换用可

见光照后，顺式构象的偶氮苯变为反式构象，

被埋没的 RGD片段便可伸展至自组装单层膜

上端，细胞又可以黏附到金表面。此过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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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逆的，在时空上可以任意调控，这将为研

究细胞与细胞外基质相互作用以及研究多细

胞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一个有效的工具，为

研究与细胞黏附和迁移相关的疾病打下可靠

基础。

  该项研究的相关工作已经发表在近期出

版的《德国应用化学》杂志上（Angew. Chem.

Int. Ed.2009,48,4406 4408，http://www3.

interscience.wiley.com/journal/122379227/

abstract?CRETRY=1&SRETRY=0）

  此项研究工作近期分别被《N a t u r e

Chemistry》和《Nature China》作为研究亮点，

已分别被刊登在《Nature Chemistry》和《Nature

China》的网上。

图片说明：光化学调节下可逆控制细胞在金表面黏

附的示意图

满足工业界的需求。

    解思深院士指出，我国在纳米器件研究

中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近两年来，一

些国外研究单位及大公司与中国科技专家的

合作越来越多。一个新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国

内的科学家，即纳米器件在中国的发展究竟

走什么样的道路，我们所形成的研究能力如

何合作、如何协调，以便在短时间内能够取

得一些重要突破。解思深院士希望科技工作

者能够通力合作，共同提高，形成特色，使

该领域的研究进展更加迅速，并发挥原创性

研究精神，提倡将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一

“第一届全国纳米结构器件研讨会”召开

  由纳米科学技术分会主办，全国纳米技

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纳米检测技术标准化工

作组协办，中科院半导体所、国家纳米科学

中心、山东大学联合承办的“第一届全国纳

米结构器件研讨会”于 2009年 7月 14－ 17

日在山东威海召开。

    纳米科学技术分会理事长、中科院物理

所解思深院士主持开幕式并做了重要讲话。

解思深院士首先回顾了国际纳米器件发展的

总体趋势及存在的问题，并指出，科学家在

这一领域的目标是如何利用纳米技术改善现

有的器件性质，做出局部甚至集成的创新来

http://www.nature.com/nchem/reshigh/2009/

0509/full/nchem.274.html

http://www.naturechina.com.cn/nchina/archive/

chemistry/subject_nchina_s3_2009.html

  该研究工作得到了基金委、科技部、HFSP

和康宁公司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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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 7月 8日，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科

技管理部主任刘前研究员等一行14人到北京

检验检疫局进行访问，与北京检验检疫局科

研人员举行了纳米生物检验检疫检测技术合

作研讨会。

中心与北京检验检疫局召开纳米生物检验检疫检测技术合作研讨会

直到企业接手的前期工作走到底的研究路线

及发展方向。

  在两天的会议中，清华大学物理系薛其

坤院士及中科院半导体所所长李晋闽研究员、

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所长封

松林研究员、中科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

生研究所所长杨辉研究员作了大会特邀报告，

中科院宁波材料所所长崔平研究员到会做了

简短讲话，另外有 12位专家作了大会报告，

还有 34位学者作了学术报告。针对每个报

告，与会代表都提出问题并与报告人进行了

讨论。参会代表一致认为纳米科学技术分会

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从相关

报告和讨论中获得了启发和收获。

    来自全国 15个省、市的科研院所、高校

及企业共53个单位110多位代表参加了本次

会议。         （供稿：纳米分会办公室）

  北京检验检疫局科技处夏扬副处长致辞

并简单回顾了与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合作情况，

总体介绍了北京检验检疫局各课题组所研究

的方向。刘前研究员代表纳米中心致辞，并

希望此次会议能够有效推动双方在纳米科学

方面的更多合作交流。

  随后，北京检验检疫局各课题组组长就

各自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具体的介绍，与会人

员就科技产品是否能够面向市场广泛应用以

及纳米安全性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通过此次会议，加强了双方相互了解，促

进了在纳米科学领域上更深度和广度上的交

流合作。

 （供稿：纳米生物与纳米医学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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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与北京检验检疫局合作启动高效检测炭疽杆菌纳米技术研究

  2009年 7月 8日，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梁

兴杰研究员等一行 6人到北京检验检疫局参

加高效检测炭疽杆菌纳米技术研究启动会。

  北京检验检疫局科技处夏扬副处长主持

了此次会议，刘艳华主任整体介绍了课题的

基本情况，对项目的情况、目的和意义以及

国内外同类研究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研

究成果等进行了细致的讲解，并对此项目所

做的准备情况做了汇报。

  会议最后北京检验检疫局车志军主任做

了最后的总结，并希望和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有更多的合作发展。

 （供稿：纳米生物与纳米医学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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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8日，《先进材料》副主编、《先进功能材料》主编 David Flanagan博士来中心作报告

“How to publish in Advanced Materials”。

  7月9日，美国圣约翰大学药学院和联合保健业Dr. Jason Chen教授来中心作报告“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 as modulators of ABC transporter-mediated MDR in cancer”。

  7月23日，法国马赛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纳米药物医学实验室主任彭玲教授来中心作报

告“Dendrimers as smart nanovectors for nucleic acid delivery”。

  7月 23日，英国诺丁汉大学 Neil Champness教授来中心作报告：“Molecular Organisation:

Working with Molecules on the Nanoscale”

  8月 6日，美国华盛顿大学夏幼南教授“Nanochemistry: Where Are We Now？”

  6月 30日，王琛研究员：“有机和无机分子自组装”。

  7月 9日，德国 GenISyS GmbH公司副总裁 Nezih Unal和技术主管 John Thomas Sachen：“电

子束曝光邻近效应校正技术与图形数据处理技术”。

  8月 11日，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梁子才教授：“siRNA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国际交流

学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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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红建到中心调研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整改落实“回头看”工作

  7月24日上午，北京分院党组副书记、京

区党委副书记隋红建，北京分院组织人事处

副处长李浩然，京区党委组织员李根群一行

到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调研学习实践科学发展

观活动整改落实“回头看”工作情况。中心

党委书记查连芳、党委委员、纪委委员、中

层干部、党支部书记、科技骨干、研究生代

表、工会职代会代表及民主党派人士等18人

参加了座谈会。

  会上，查连芳书记代表中心领导班子做

了《践行科学发展观，提升核心竞争力》的

工作报告，围绕“回头看”工作主要做法、整

改落实工作的成效、工作的不足和体会以及

下一步工作思路等方面做了详细的汇报。

  隋书记在讲话中首先对中心学习实践科

学发展观整改落实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她

讲到，中心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心领导班子是一个团

结、务实的集体。作为国家级的科研单位，中

心领导班子思路非常开阔，能站在国际前沿

把握中心发展方向，同时中心的文化氛围很

好，党委的凝聚力很强。对于今后的工作，她

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希望领导班子继续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研究制定中心的发展目

标；二是中心要结合中科院有关文件和精神

逐步完善制度体系，形成科学发展的机制；

三是要继续保持中心的优良传统，不断解决

群众职工的难点问题。

    会后，隋书记一行参观了中心部分实验

室和新建成的科研大楼。

                  （供稿：人力资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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