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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承担研制的“长波等

离子体共振峰位于 800 nm的

单晶金纳米棒(S2008165)”和

“硒化镉纳米晶体紫外-可见

吸收光谱标准样品( S 2 0 0 8 1

66)”两项国家标准样品通过

评审。（详见第２版）

2010年度中心协作实验室会议召开

  6月11日，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召开了协作实验室年度交流

会议。来自各协作实验室负责人和代表、中心领导、各研究室

负责人及管理部门人员等三十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中心副主任朱星教授主持，中心主任王琛研究员致

欢迎辞，他强调协作实验室是中心公共技术平台的重要组成部

分，希望中心与各协作实验室有更多的交流与合作。

  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解思深院士到会发表重要讲话，介

绍了国内外纳米科技发展动态，介绍了在新形势下科技部、基

金委在纳米科技平台建设方面的战略部署，殷切希望协作实验

室能在承担国家任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齐心协力，加强合

作，取长补短，不断提升研究水平，提高研究能力，做出更优

异的科研工作。

  中心党委书记查连芳研究员到会讲话，她首先对各协作实

验室大力支持中心发展表示感谢，同时强调，中心在今后工作

中会更加重视协作实验室的交流与合作，中心将为大家提供更

多的服务与支持。

  与会代表分别对近两年来协作实验室的进展情况做了简要

介绍，大家对在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发展协作实验室提出了宝

贵的意见和建议，并一致表示今后要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

为协作实验室的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最后，解思深院士做了总结发言，他希望协作实验室今后

通过内部协调，承担更多的国家任务，做出更有创造性和影响

力的工作，为国家纳米科技的发展做出贡献。

  

                                 （供稿：科技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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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承担研制的两项国家标准样品通过评审

  全国标准样品技术委员会（SAC/TC118）

联合全国纳米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

TC279) 日前在北京组织召开了“长波等离子

体共振峰位于800 nm的单晶金纳米棒(S20081

65)”和“硒化镉纳米晶体紫外-可见吸收光

谱标准样品(S2008166)”的国家标准样品评审

会。

  会议由全国标准样品技术委员会徐大军

秘书长主持，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王丽

敏副院长担任评审组组长。评审专家组听取

了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纳米标准研究室吴晓春

研究员和葛广路副研究员分别所作的标准样

品研制报告、定值报告和标准样品证书内容

的介绍，并对所提供的技术文件和样品进行

了审查。经过认真讨论，评审专家组一致认

为：研制单位提交的技术文件完整、齐全，符

合 GB/T15000《标准样品工作导则》系列国

家标准规定的各项要求；两项标准样品研制

程序科学、合理，检测数据充分、可靠，计

算方法正确。评审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对两

项国家标准样品的评审，建议尽快上报。

  这两项纳米材料领域标准样品的研制成

功，为相关国家标准的贯彻实施提供了实物

依据，填补了国内此类标准样品的空白。

                  （供稿：科技管理部）

中科院系统 CNAS认可实验室研讨交流会在中心召开

  中国质量协会科技分会组织的中科院系

统 CNAS（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

可实验室研讨交流会日前在国家纳米科学中

心召开。中科院计划财务局缪有贵高工、张

红松高工、中国质量协会科技分会（以下简

称“科技分会”）秘书长王富良研究员和来自

院内13家通过CNAS实验室认可的单位代表共

二十余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科技管理部、

CNAS纳米专业委员会秘书王孝平主持。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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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秘书长王富良介绍了科技分会的发展情

况，并对与会代表表示欢迎和感谢。随后，王

孝平对CNAS实验室技术委员会2009年工作情

况进行了介绍。

  中科院理化技术所抗菌材料检测中心副

主任郑苏江详细介绍了国家认可实验室近期

外审监督审核的工作动态。与会代表分别介

绍了各自单位、检测中心近期工作情况及与

认可相关的工作计划。缪有贵高工介绍了院

里参与 CNAS工作、实验室认可和管理情况。

与会代表讨论了如何进一步推动院实验室的

认可工作以及如何加强各认可实验室的交流。

王富良秘书长进行了总结发言，他希望在中

科院的领导和支持下，各CNAS认可实验室以

科技分会为平台加强交流，推动院认可实验

室的发展。

  此次会议的召开，将对中科院系统的

CNAS认可、认可实验室今后的工作、相互交

流和合作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供稿：科技管理部）

  5月 13日，德国马普协会 Fritz-Haber研究所电子显微实验室主任，中科院金属研究所

“千人计划”获得者苏党生研究员来中心作报告：“纳米碳催化探索”。

  5月 17日，哥本哈根大学 Prof. Peter E. Nielsen来中心作报告：“RNA interference using

peptide nucleic acids (PNAs): A challenge of delivery”。

  5月19日，丹麦奥胡斯大学 Prof. Daniel Otzen来中心作报告：“Low resolution structure of

a membrane-permeabilizing oligomer of α-synuclein: The basis for a high-throughput screening of

compounds against α-synuclein aggregation”。

  5月21日，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的朱浩博士来中心作报告：“Enhanced quantitative models

of chemical toxicity in vivo based on the in vitro-in vivo correlations”。

  5月26日，丹麦奥胡斯大学Prof. Herman Autrup来中心作报告：“The safety of Nanoparticles

  biological effects of Ag Nanoparticles”。

  5月 27日，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 Dr. Yi Sun来中心作报告：“Multimodal Molecular Imaging

with a Versatile Functional Nanoplatform”。

  6月4日，美国哈佛医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卫生科学与技术部Ali-Khademhosseini博士来中

心作报告：“Microengineered hydrogels for stem cell bioengineering and tissue regeneration”。

  6月17日，美国乔治亚大学赵一平教授来中心作报告：“Advance Nanofabrication by Dynamic

Shadowing Grow”。

  6月17日，美国辛辛那提大学Prof. Donglu Shi来中心作报告：“In Vivo Imaging, Targetting,

and Drug Storage via Multifunctional Fluorescent Superparamagnetic Nanopartic”。

  6月23日，德国马克斯普朗克胶体与界面研究所Prof. Peter H. Seeberger来中心作报告：

“Microreactors as Tools for Synthetic Chemists”。

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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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纳米技术集团总公司访问中心

  由丘拜斯总经理率领的俄罗斯纳米技术

集团总公司一行十二人日前访问了国家纳米

科学中心，就双方在纳米领域的合作开展会

谈。科技部国际合作司欧亚处处长孙键，中

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欧洲处处长吴艳陪同访

问。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副主任朱星接待了来

访的客人。他首先介绍了中心的情况，并对

来访客人表示热烈欢迎。随后张忠研究员介

绍了研究进展。

  会谈在坦诚、务实的氛围下进行。俄方

对中心的介绍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总经理丘

拜斯表示，俄罗斯纳米技术集团总公司十分

重视此次访问，希望达成与国家纳米科学中

心的合作意向。本次会谈为双方在纳米领域

的实质性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会后，来访客人参观了中心的实验室，

并听取了相关人员的介绍。

                  （供稿：科技管理部）

中心举办不确定度知识培训讲座

  5月 19日，CNAS（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

可委员会）纳米专业委员会、中国质量协会

科技分会（以下简称“科技分会”）和国家纳

米科学中心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不确定度知识

培训讲座。此次讲座的专业性和针对性吸引

了许多开展分析和检测工作单位的重视，来

自全国数十个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与企业的

代表共四十余人参加了不确定度知识培训讲

座。

  此次讲座的主讲教师是我国测量不确定

度评定的资深专家、全国标准物质管理委员

会委员、国家标准物质研究中心研究员韩永

志老师。讲座共分为不确定度定义、不确定

度估计方式、一般测量不确定度的评估步骤

及分析测定不确定度的计算示例四个部分，

韩老师深入浅出的授课获得所有学员的一致

好评。

  此次讲座的举办，将有针对性地解决实

验室在进行测量不确定度评估中所遇到的技

术难题，适应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

员会关于检验检测人员对测量不确定度“应

知应会”的要求，同时也加强了国内各实验

室的相互交流与合作。

                  （供稿：科技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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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7日上午， 沙特国王科技大学代表团

访问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张忠、梁兴杰、唐

智勇、裘晓辉等研究员与沙特代表团进行了

学术交流。来访的代表团成员对中心目前的

科研工作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希望能加快合

作，欢迎中心学生到沙特国王科技大学学习

深造。

  会后，沙特代表团参观了纳米材料研究

室，重点听取了相关的项目介绍。

                  （供稿：科技管理部）

沙特国王科技大学代表团访问中心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校长代表团访问中心

  日前，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校长 G. P.

“Bud” Peterson 率代表团访问国家纳米科学中

心。

  王琛主任对Peterson校长一行的到访表示

热烈欢迎。他向来宾介绍了国家纳米科学中

心的机构设置，科研组织，科研情况，研究

生教育以及部分研究成果，并提议加强与佐

治亚理工学院的合作，逐步发展和扩大合作

规模，实现可持续的互利发展。中心部分研

究人员分别就各自的研究方向做了简短的报

告，美方对此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并与中方

学者进行了很好的交流沟通。Peterson校长表

示，希望能与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开展相关方

面的合作。

  会后，美方一行在王琛主任的陪同下参

观了纳米制造与应用基础研究室，重点听取

了与奇瑞汽车的合作项目介绍。

  陪同Peterson校长到访的还有美国佐治亚

理工学院国际事务中心副教务长Mclaughlin教

授，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主席Synder主席，佐

治亚理工学院校董教授、中国科学院外籍院

士、纳米中心海外主任王中林教授，工业与

系统工程学院吴杰夫教授，和生物医学工程

学院朱成教授等。   （供稿：科技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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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8日，陈春英研究员：“纳米材料与生物体的相互作用与纳米安全研究”。

  6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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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8日，贺涛研究员：“纳米科技在光伏电池中的应用”。

  6月9日，杨先达研究员：“纳米技术在肿瘤的免疫治疗及靶向药物治疗方面的初步应用

研究”。

  6月 22日，葛广路副研究员：“量子点纳米晶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应用”。

学术活动

中心项目验收工作准备会召开

  由院计划财务局牵头组织的国家纳米科

学中心项目验收工作准备会 6月 9日在纳米

中心召开，院计财局罗小安、缪有贵、樊潇

潇、基建局赵国华、尹明、办公厅潘亚男、基

础局郭大军、纳米中心王琛主任、查连芳书

记及中心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交流讨论项

目验收的系列准备工作。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项目是由国家发改委

投资建设的重点工程，经过六年努力，中心

边建设边运行，各方面工作快速发展，实验

室建设和基建任务圆满完成，验收的各项准

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此次院机关多部门负

责人和专家亲临指导，充分了解了中心项目

建设的全过程，实地察看了中心大楼、实验

室、仪器设备和档案，并分基建、财务、设

备、档案等专业组，对各专项验收的技术细

节给予了认真细致的指导，对准备验收的材

料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对下一步的工作

做出了系统安排。

  下午中心查连芳书记召集相关负责人会

议，就落实验收准备的具体工作再次进行了

梳理和布置，对拟提交的验收材料进行讨论

修改，对具体工作责任分配到人，并规定完

成期限，明确要求共同努力，积极做好中心

验收的各项工作，准备向中国科学院和教育

部、向国家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6月 21日院基建局邹凡、骆淑芳等领导

和专家来中心调研验收准备工作，对中心项

目验收给予工作指导。（供稿：综合事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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