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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病多肽的聚集机理及其调控的单分子研究

取得新进展

  阿尔茨海默氏病（老年痴呆症）是发病率很高的一种神经

退行性疾病，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和家庭负担。Beta淀粉样

蛋白质（Aβ）的聚集体（球形寡聚体，纤维，斑块等）对脑

神经细胞产生损伤，甚至诱发神经细胞死亡，最后导致痴呆发

生。理解Aβ的聚集机理以及对聚集行为进行有效的调控是深

入了解老年痴呆症发病机理以及早期诊断、干预和治疗的关

键。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研究人员近期在研究Aβ等淀粉样蛋白

的聚集机理以及利用类分子伴侣的调节效应对淀粉样蛋白的聚

集行为进行有效调控方面取得新进展。他们利用扫描隧道显微

技术研究了阿尔茨海默氏病相关的多肽 Aβ 42 (J. Mol. Biol.

2009, 388, 894) 以及II型糖尿病相关的胰淀素(Amylin)(J. Struct.

Biol., 2009, 167, 209) 的组装机理，对于具有 beta片层结构

的多肽组装结构的解析和组装机理的解释提供了新的思路。在

此工作基础上，他们报道了一种利用分子调节剂有效调控淀粉

样蛋白聚集的新方法，利用类分子伴侣的调节效应不仅可以在

分子水平上有效调控多肽的二维组装特性，而且可以调控多肽

的三维聚集行为。此项研究从分子水平上揭示了多肽与分子调

节剂相互作用的机理，为与淀粉样蛋白聚集有关的疾病的预

防、药物设计和治疗提供了潜在的可行途径。有关研究成果已

经发表在近期的纳米快报(Nano Lett. 2009, 9(12), 4066-4072)

上。

  上述研究工作得到中国科技部重大研究计划项目、中国科

学院重要方向项目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丹合作项目的大

力支持。

 （供稿：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研究室，纳米表征研究室）

  图片说明：分子调节剂调控多肽组装行为的扫描隧道显微镜（STM）
照片。A图为 Aβ多肽组装图片，图 B，C和 D分别显示了分子调节剂联
吡啶，乙烯吡啶，酞菁对多肽组装的调节。

中国科学院纳米标准与检测

重点实验室成立。（详见第 4

页）

纳米检测实验室通过中国合

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监督

评审。（详见第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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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生物学研究正在从对单种细胞的观

察和研究，发展到对两种甚至多种细胞相互

作用的观察和研究，因此建立体外多种粘附

细胞-细胞相互作用模型成为细胞生物学发

展的迫切需要。

  近日，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蒋兴宇研究员

的课题组在建立体外多种细胞-细胞相互作

用模型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研究结果发

表在近期的 Angew. Chem. Int. Ed. (2009,

48, 8303-8305) 上。

  研究人员利用表面化学和微流控技术，

通过选择性修饰基底的表面和控制自组装单

层膜的扩散，实现了在同一基底上对多种细

胞中任意一种或多种细胞的操纵。以两种细

胞相互作用为例，我们可以固定两种细胞生

长在各自区域，彼此不接触而通过可溶性细

胞因子实现相互作用，我们称为第一种类型

的细胞-细胞相互作用；也可以固定一种细

胞，释放另一种细胞，观察被释放细胞在固

定种类细胞作用下的迁移和生长，我们称为

第二种类型的细胞-细胞相互作用；还可以

将固定的两种细胞通过电化学解吸方法全部

释放，观察两种细胞在迁移过程中彼此的相

对运动和生长，我们称为第三种类型的细

胞-细胞相互作用。另外，通过设计折线形

微流孔道我们可以改变两种细胞间距，有利

于观察距离对细胞相互作用的影响。

  与现有方法相比，该方法简便易行，有

利于在生物学实验室普及；此外，由于硫醇

分子在PDMS印章下面扩散可以使细胞外基质

形成清晰的边界，该技术在表面工程、生物

学检测、微加工等领域具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供稿：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研究室）

在体外多种细胞相互作用模型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当颗粒的尺寸进入纳米尺度后，纳米材

料所具有的宏观块材所不具备奇异或反常的

物理、化学特性，一般称为小尺寸效应。如

半导体量子点随尺寸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

颜色。目前精确地确定量子点中每个组分原

子的位置还是十分困难的，所以还不能定量

的建立量子点中结构与性质的关系。近几年

石墨烯表面性质的尺寸效应

来，研究人员发现，某些金属二维膜可以精

确的控制其厚度，精度可以达到单原子层。

并在这些形貌精确可控的膜中发现一系列有

趣的性质，如超导温度、表面的化学反应特

性随单原子层厚度变化出现振荡现象。由于

这些金属膜只能在极低温度下稳定存在，大

大限制了其广泛应用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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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墨烯是2004年实验证实可以在室温以

上稳定存在的单原子层厚度的二维理想材料，

层与层之间以较弱的范德瓦尔斯力结合。一

般认为这种较弱的力对其性质的影响不会很

大，但是实验惊讶的发现：单层与双层石墨

烯之间量子霍尔平台填充因子不同，呈现出

奇异量子霍尔效应想象。那么，石墨烯的其

他性质是否也会随着其厚度（层数）变化而

呈现出不同呢？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孙连峰研究员及其合

作者发现，当金蒸镀到不同层数的石墨烯上

后，金膜的形貌与石墨烯的层数密切相关。

通过一系列实验，他们提出，金在不同层数

的石墨烯表面扩散系数及扩散势垒与层数密

切相关，并计算出扩散势垒以及与层数的关

系。而扩散势垒不同的原因可以归因于量子

尺寸效应。同时，他们发现可以通过金膜的

形貌辨别石墨烯的层数，与通常基于拉曼谱

方法相比，具有空间分辨率高的优点，而且

金膜可以通过热处理方法去掉。与基于 AFM

办法，速度快简便。这种通过金膜形貌方法

识别层数的方法，对不同层数的石墨烯夹杂

在一起的情形，具有特别的优点，而这也是

传统拉曼和原子力显微镜的缺陷所在。

  该项工作对于开展金属-石墨烯及其器

件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相关研究成果

已经发表在著名期刊《美国化学学会会志》

(JACS 132, 944(2010))上。并被 Chemical

&Engineering News于2010年1月11日以“Gilded

Graphene”，为题给予了报道。上述研究工作

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以及科学

院项目的支持。 （供稿：纳米器件研究室）

  表面能在自然界无处不在，荷叶能够产

生保持洁净，小孩子吹出来的圆形肥皂泡皆

得益于表面能的作用。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

能量形式，表面能在表面物理、表面化学以

及生物物理等研究领域扮演了重要角色。由

于其二维特性，仅含有少量分子或者原子，

故其能量面密度较小，这使得表面能在通常

碳管表面能发电机及自供电系统研究取得新进展

能源的使用中毫无用武之地。

  而对纳米器件研究来说，由于纳米材料

的高比表面积，且纳米器件能耗的非常低，

这使得表面能具有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可能。

近日，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孙连峰研究员及合

作者证明，可以利用定向排列的单壁碳管绳

将极性表面液体的表面能转换为电能，且可

   图片说明：左图从左到右为四层、衬底、双层石

墨烯上的 5.0nm金膜形貌图。右图从左到右为衬底、

纳米级的双层、单层石墨烯上的 2.0 nm金膜形貌

图。图中标记的红圈表示石墨烯上可能存在的污染

物或缺陷。通过光学显微镜或拉曼很难发现右图中

的双层石墨烯，而利用本文电镜的方法却能很清

晰、容易地鉴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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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与常用的热敏电阻连用，构成无需外部能

源即可正常工作的自供电测温系统。

  研究人员首先利用金刚石拉丝模对单壁

碳纳米管薄膜进行处理，得到定向性良好的

碳纳米管绳。将碳管绳用电极固定，碳管绳

构成类似酒精灯芯结构。当浸入酒精等极性

液体时，在表面张力的作用下，极性溶剂沿

着碳管之间的间隙流动。流动的极性分子与

碳管中的载流子交换动量，使得载流子产生

定向运动而在管的两端产生稳定的电动势。

他们还研究了调控电动势大小及稳定性的相

关参数：如管绳倾角、特征长度、酒精挥发

性等。同时，他们还发现，Marangoni效应对

发电机的性能有明显的提高。如电动势产生

速率、电动势大小以及输出功率，实验中他

们得到最大功率可达1770pW。由于电动势的

高度稳定性，他们证明此类表面能发电机可

以驱动常用的热敏电阻，在不用外界其他电

源的情况下，形成一个自供电系统温度传感

器。他们下一步的目标是小型化、高效的多

功能自供电工作系统。

  该项工作对特殊环境下自供电纳米单元

器件以及器件系统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

路，具有重要意义。结果发表于《先进材料》

(Adv. Mater. 22，999(2010))后，纳米科技网

站 Nanowerk随即给予了报道（2010.03.05）。

上述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

部和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项目的支持。

              （供稿：纳米器件研究室）

   图片说明：左图为碳纳米管表面能发电机实验

示意图。右图为表面能发电机与热敏电阻构成的自

供电系统相关实验结果以及电路图。

中国科学院纳米标准与检测重点实验室正式成立

  经中国科学院批准，中国科学院纳米标

准与检测重点实验室正式成立。依托单位为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为本次获得批准成立的

33个中国科学院重点实验室之一。

  该实验室的定位：（1）面向纳米科学研

究和纳米产业需求，发展灵敏、准确和高效

的纳米检测技术；（2）促进我国参与制定和

建立纳米国际标准、实现测量数据的国际互

认；（3）在技术研发和应用领域，为纳米产

品的开发和认证、国际间贸易提供纳米检测

技术和相关标准。

  该实验室的研究方向：（1）发展纳米检

测关键技术和创新方法；（2）制定和建立纳

米检测领域标准体系；（3）开展纳米尺度标

准物质研制。

                  （供稿：综合事务部）

多孔二氧化硅比表面积、孔容和孔径标准物质通过科技成果鉴定

  2010年1月27日，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

可委员会(CNAS)实验室技术委员会纳米专业委

员会在北京组织召开了 “多孔二氧化硅比表

面积、孔容和孔径标准物质”科技成果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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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和美国加州纳米系统研究所签署合作备忘录

  2010年1月27日下午，由美国加州大学

洛杉矶分校校长Gene Block教授带队，包括美

国加州纳米系统研究所所长 Paul Weiss教授

的代表团一行5人访问了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理事长白春礼院士接见了代表团。

  经过交流讨论，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任

王琛研究员和美国加州纳米系统研究所所长

Paul Weiss教授代表双方就合作研究、信息共

享、研究生互换、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互访

等方面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在代表团访问期间，王琛研究员介绍了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的成立和发展历程、中心

的组织结构、运行机制以及中心的科研进展

情况。陈春英研究员、梁兴杰研究员和张忠

研究员就中心在纳米材料的生物效应和纳米

会。

  会议由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副主任朱星教

授主持，他对出席会议的各位专家表示欢迎

和感谢。会议推选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

副院长王丽敏、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研究员韩

永志分别担任鉴定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鉴

定委员会听取了国家纳米科学中心韩宝航研

究员所做的研制报告和用户使用报告，审查

了相关技术资料，并现场查看了标准物质实

物。经认真讨论，鉴定委员会专家一致认为

该多孔二氧化硅比表面积、孔容和孔径标准

物质均匀性和稳定性良好，定值数据可靠，

不确定度评定合理，填补了国内外高比表面

积、孔容和孔径标准物质的空白，达到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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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通过鉴定，并建议尽

生物安全、多功能纳米载药系统以及纳米复

合材料的应用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简短介绍。

双方就共同感兴趣的单分子科学、纳米材料

的生物效应、纳米药物等方面的研究达成了

合作意向。代表团还参观了国家纳米科学中

心部分实验室。    （供稿：纳米生物效

应与安全性研究室，纳米表征研究室）

快申报国家标准物质。

  “多孔二氧化硅比表面积、孔容和孔径标

准物质” 研制由科技部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

目“纳米标准物质和检测用纳米标准样品的

可控合成、量产及微加工方法标准化研究”

支持。    （供稿：纳米标准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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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 3月 1-3日中英纳米战略研讨会

在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召开，中科院物理所解

思深院士致欢迎词，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任

王琛研究员和英国伦敦学院的 Zheng-Xiao Guo

教授分别做大会报告，介绍了各自国家的纳

米研究政策、纳米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会议期间，中英双方 16位科学家报告了

各自的研究兴趣和主要进展，就共同感兴趣

的研究方向达成了合作意向。

中英纳米战略研讨会召开

第四届中韩纳米材料研讨会召开

  2010年1月22日，第四届中韩纳米材料

研讨会在国家纳米科学中心顺利召开，双方

围绕纳米生物技术、纳米流体以及纳米加工

等领域展开交流。会后，双方就下一步的合

作内容进行了讨论，其中特别强调要在纳米

加工技术方面加强合作。通过此次会议，巩

固了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和韩国纳米制造中心

合作已取得的成绩，为以后双方合作提供了

基础。

  纳米中心主任王琛研究员参加了会议并

致欢迎词。韩国纳米加工中心Jeoung Woo Kim

教授代表韩方感谢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的热情

接待。会议由纳米中心材料实验室唐智勇研

究员主持。       （供稿：科技管理部）

  英国驻华使馆科技参赞David Bacon出席了

欢迎晚宴。    （供稿：科技管理部）

  2010年 3月 13-14日，中国合格评定国

家认可委员会（CNAS）评审组（以下简称“评

审组”）对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纳米检测实验室

进行了实验室认可后的首次监督评审。

  评审组专家审查了检测实验室修订后的

纳米检测实验室通过 CNAS监督评审

《质量手册》、《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等

管理体系文件，调阅了检测报告、与管理体

系运行相关的内审、管理评审及职工培训记

录等档案材料。同时，还通过现场测量考核、

实验室考察、仪器设备核查、授权签字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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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13日，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的孙树涛博士：“磷酸化蛋白质组学方法研究”。

  1月 15日，张利平：“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及相关技术”。

  1月 19日，邓珂副研究员：“低维纳米材料的理论研究”。

  1月 22日，张利平：“荧光分光光度计及相关技术”。

  1月 26日，陈春英研究员：“纳米技术-环境.健康.安全”。

  1月 29日，张利平：“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及相关技术 ”。

  3月 9日，孙连峰研究员：“一维纳米结构的电子运输”。

学术活动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学习贯彻院工作会议精神

  1月 28日上午，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召开

中层干部会议，学习传达中国科学院2010年

度工作会议精神，中心党委书记查连芳研究

员主持会议，并就下一步学习和贯彻工作提

出了具体的要求。

  与会人员首先认真学习了路甬祥院长题

为《进一步发挥好中国科学技术“火车头”的

作用》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提高了学习党

和国家领导同志在中科院建院60周年之际的

贺信和讲话精神的重要认识，明确了中科院

在新时期新阶段担负的新的历史使命，即以

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目标，以提升自

主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主线，以解

决关系国家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

性、前瞻性的重大科技问题为着力点，着力

突破带动技术革命、促进产业振兴的前沿科

学问题，着力突破保障改善民生、破解资源

环境制约的重大公益性科技问题，着力突破

增强国际竞争力、维护国家与公共安全的战

略高技术问题，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中进

一步发挥“火车头”作用，始终成为国家和

人民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科技力量，引领

和支持我国可持续发展。

  在学习了白春礼常务副院长作的题为

《总结过去，规划未来，深入实施知识创新工

程》的工作报告后，大家更加明确了2010年

全院工作的总体要求，即以科学发展观统领

中科院工作全局，认真贯彻十七届四中全会

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实施知识创

新工程，以科学务实的态度抓好创新三期的

产出和评估，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先期启动

“创新2020”有关工作，以战略前瞻的眼光全

面规划好未来发展，以改革创新的锐气突破

制约中科院发展的重大体制机制问题，全面

加强党的建设，切实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

实现创新能力的新提升，改革探索的新突破，

核、技术人员提问等方式，对纳米检测实验

室获准认可的检测能力进行了确认。

  评审组专家一致认为：纳米检测实验室

管理体系文件覆盖了 CANS/CL01：2006全部

要素内容，组织机构明确，内部职责清晰，资

源和职能分配适宜，程序文件和作业指导书

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协调性和行业特色，体

现了实验室运作和检测活动的特点，符合国

家实验室认可准则的要求。

       （供稿：纳米检测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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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15日，英国的 Mark Christopher McCairn博士来中心作报告：“Solid-Phade Synthesis of

PNA-Libraries for Scintillation Hybridisation Assay”。

  1月 22日，以色列威兹曼科学研究院(Weizmann Institute of Science)的 David Cahen教授来

中心作报告：“The ENERGY CHALLENGE —— What is the problem and where is the role of basic

science? ”和“Proteins as Solid State Electronic Conductors”。

国际交流

    3月 12日下午，中心党委召开党委扩大

会议，全面部署2010年度党委工作重点。党

委委员、纪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团委书记

以及各党支部书记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党委

书记查连芳主持。

    查书记首先向与会人员传达了中科院

2010年度工作会议提出的全院工作总体要求

和九项主要工作任务。随后传达了北京分院

2010年度工作会议精神，希望中心在新的一

年里进一步发挥国家级科研院所特有的优势，

取得更大的成绩。

    党办主任范伟民介绍了中心党委2010年

度工作重点：一是创新党支部活动方式，增

强活动的实效性，提高凝聚力；二是加强党

支部书记的培训，提高理论水平和管理能

力；三是关心职工的思想、工作和生活，及

时了解和努力解决热点问题；四是加强党建

工作，实行党务公开，强化党内监督；五是

组织学习中央政策和中科院党组文件，提高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党委部署 2010年度工作重点

理论水平。

    纪委副书记刘卫卫汇报了2010年纪委工

作重点：一是根据中央纪委的要求，认真做

好基建等重点领域专项清查的有关工作；二

是积极与科研人员交流，加强科研经费预算

与管理工作；三是今年将为中心学生编写加

强科研道德规范的手册，进一步强化学生的

科研道德规范意识。

    工会主席刘卫卫及团委书记汲志华也分

别向中心党委汇报了2010年度工会和团委的

工作重点。

    查书记最后强调指出了党支部工作的重

要性，要求各党支部根据党委工作重点制定

本年度工作计划并上报中心党委。同时希望

各党支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工青妇

和研究生会等群众组织紧密配合，结合中心

特点，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活跃

中心氛围，促进科研工作，增强凝聚力。

          （供稿：党委办公室）

为未来 10年的跨越发展起好步、开好局。

  在学习讨论中，大家结合国家纳米科学

中心的实际，在加强战略规划、凝聚优秀人

才、锐意创新、开拓进取等方面提出了许多

很好的工作建议，并表示要将院工作会议的

精神逐步落实到中心的各项工作之中。

         （供稿：综合事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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