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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建设项目通过验收
9月25日，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建设项目顺利通过由国家发
改委委托中科院和教育部组织的验收。
建设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是国务院为强化科技前沿布局，
抢
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做出的战略部署。按照有关批复要求，
纳米中心按指标、按概算，高质量地完成了建设任务。基本建
设任务全面完成，资金使用合理规范，仪器设备运行良好，档
案齐全管理规范。按照国家发改委批复的“边建设边运行”原
则，纳米中心围绕纳米科技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组织和承担
国家重大纳米科技项目，在纳米基础研究和重大应用、公共技
术平台和基础科研条件建设、纳米标准的研究和制定、国内外
学术交流与合作、
人才队伍与体制机制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
成效。
当天上午，验收会议在国家纳米科学中心隆重举行，验收
委员会由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北京市、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
中科院等有关单位的相关领导和纳米领域的专家33
人组成，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纳米中心科研人员代表等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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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经过 6 年来的建设，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圆满完成了全部

中科院基础局局长刘鸣华和计划财务局局长孔力共同主持。
经过认真审议项目建设总结报告和实地考察，
验收委员会
建设任务，发展目标明确，体制机制新颖，科技布局合理，管
理科学规范，已逐步成为我国纳米科技创新的重要开放平台、
研究中心和人才培养基地，
在我国纳米科技发展中发挥了骨干
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
中科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代表中科院对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对抗多药耐药菌的纳米抗菌剂
研究进展（详见第五版）

自组装手性聚苯胺纳米结构和
超结构取得新进展（详见第五
版）

验收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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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通过验收表示祝贺，对科学家和项目建设人
员表示感谢，并对长期支持中科院工作的各有关
单位和部门表示感谢。
白春礼指出，纳米中心是中科院与教育部共
建，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共管，旨在交叉共享
的创新单元。纳米中心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发改委
“边建设、边运行”的方针，建设期间，抓住机遇，
不断改善科研工作条件。园区从无到有，科研和

中科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致辞

办公场所先后经历了从地下室到平房、再到现代
化办公大楼的跨越，面积也从最初计划的1.38万
平方米，扩展到目前的 2.49 万平方米，并且还留
有未来发展的空间。纳米中心在进行基本建设的
同时，积极承担各类科技项目近 200 项，并取得
了一批原创性的成果。特别是在纳米标准制定方
面发挥了核心和引领作用，使我国在国际纳米标
准领域迅速成为主导国家之一。在国内外合作、

北京市委常委赵凤桐出席会议

队伍建设、人才培养以及创新文化建设等方面也
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白春礼强调，建设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是国务
院为强化科技前沿布局，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
点做出的战略部署。中科院在近期制定的“十二
五”规划中，已把纳米科技列入重点支持的创新
领域之一，将进一步有效集成和优化整合资源，
促进纳米科技的原始创新和产业化应用，期待各
部委和北京市的领导和专家继续对纳米中心的后

中科院副院长詹文龙出席会议

续建设和发展给予支持和帮助。希望中科院和教
育部共同努力，把纳米中心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先
进水平的、面向国内外开放的纳米科学研究公共
技术平台和研究基地，成为纳米科技领域国际交
流与合作的中心和高级人才培养基地。在国家发
展战略指导下，通过“创新 2020”规划的实施，
希望纳米中心进一步加强科技目标凝练，进一步
加强学科交叉融合，进一步加强中科院与北大、

中科院纪检组组长、党组成员李志刚出席会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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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的联合与合作，力争为提升我国纳米科技自
主创新能力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国家发改委綦成元司长在讲话中提出，发改
委2004年批复由中科院和教育部共建的国家纳米
科学中心，为纳米科学技术研究提供了一个公共
平台，促进了我国多学科交叉的前沿研究和高新
技术的研发。希望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继续发扬创
新精神，加强与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綦成元司长出席会议

为广大纳米科技工作者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尽
快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综合性多学科交
叉研究中心，实现基础前沿研究和高技术发展的
新突破，在促进我国纳米科技发展上作出贡献。
验收委员会一致同意通过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建设项目验收，建议国家相关部门继续支持纳米
中心的建设与发展。
北京市委常委赵凤桐，国家发展改革委綦成

中科院秘书长邓麦村（左）、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校长侯建国出席会议

元司长、中科院纪检组组长、党组成员李志刚，中
科院秘书长邓麦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侯建
国、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林建华、天津大学校长
龚克及多位院士、专家、有关部委的代表、中科
院机关部门负责人、中心理事会成员等出席验收
会议。
（供稿：中科院基础局、综合事务部）
院士专家考察实验室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建设项目验收委员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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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理事会审议中心发展规划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理事会二届二次会议
于 2010 年 9 月25日召开，会议由理事长白春
礼院士主持，理事会成员和特邀嘉宾中科院
詹文龙副院长、
国家发展改革委綦成元司长、
科技部基础管理中心郭哲副主任、基金委数
理学部汲培文常务副主任、中科院基础局刘
鸣华局长等 20 多人出席。
会议听取了纳米中心王琛主任作的国家
纳米科学中心工作报告和创新2020规划草案
报告，
并认真审议了工作报告和规划草案内，
理事会对中心 6 年来的建设工作给予了充分
的肯定，按照有关批复要求，纳米中心按指
标、按概算，高质量地完成了建设任务。基
本建设任务全面完成，资金使用合理规范，
仪器设备运行良好，档案齐全管理规范。按
照国家发展和改革委批复的
“边建设边运行”
原则，纳米中心围绕纳米科技前沿和国家战
略需求，
组织和承担国家重大纳米科技项目，
在纳米基础研究和重大应用、公共技术平台
和基础科研条件建设、纳米标准的研究和制
定、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人才队伍与体
制机制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理事会对纳米中心创新2020发展规划草
案给予了全面的评价，同时提出了许多重要
第4页 共8页

建议：在一流人才引进和
培养方面要有更加具体的
指标，在围绕国家战略需
求上要提出重点突破的方
向和目标，在解决关键技
术方面要考虑有更加具体
的突破重点，比如生物、
健康、能源、环境、农业
等方面的应用，在重要成
果的产业化方面要加强，
要更加重视学术规范的问题，培养一流人才
和良好学风，要加强纳米领域的战略研究，
发挥枢纽作用，把握发展趋势，集中综合交
叉的优势，组建更多的创新团队，在目前还
未被人关注的重要方向做突破性工作，积极
争取成为国家实验室，在体制机制创新上走
出新的联合、协调、引领、示范新路。
白春礼理事长指出，纳米中心要进一步
认真研讨创新规划，解放思想，大胆创新，要
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在合作方面的经验，在
充分尊重合作单位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进一
步开放、联合的机制，与相关院所沟通协商，
进一步加强与北大清华的合作，创新模式，
提出具体可行的操作方式，联合起来开展科
研和人才培养工作，共同促进我国的纳米科
技发展。
白春礼理事长强调，纳米中心要进一步
明确科学目标，凝练方向，提出更加具体和
可行的前沿项目，积极大胆提出纳米领域的
重大科学问题，抓住国家战略需求的关键技
术难，集中力量，重点突破。要充分发挥综
合、交叉优势，组织多学科人才共同解决纳
米技术的关键问题。同时，进一步加强现有
基础研究成果的产业化。 （供稿：综合事务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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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多药耐药菌的纳米抗菌剂研究取得进展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
性研究室蒋兴宇研究组的赵玉云博士及其合
作者将本身无活性的嘧啶类药物前体小分子
修饰于金纳米颗粒，使其显示优良的抗菌活
性。它们对临床分离的多药耐药革兰氏阴性
菌和实验室标准的敏感菌具有良好的抗菌效
果，即纳米颗粒可以绕过细菌的抗性系统而
发挥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纳米颗粒通过
结合细菌细胞膜上的镁离子破坏细胞膜的结
构，造成细胞内容物泄露，细菌死亡。与现
有抗生素相比，这种纳米颗粒很难诱导细菌
产生耐药性。同时，纳米颗粒对人原代细胞
的生理活动无显著影响。相关研究结果发表
在近期的《美国化学会志》上（J. Am. Chem.
Soc. 2010, 132, 12349 12356）。
细菌耐药性的发展已经非常普遍，新药
的缺乏导致高死亡率。尤其是耐药的革兰氏
阴性菌，造成了世界上近三分之二的细菌感
染者死亡，特别近年来能抗拒所有抗生素的

菌株多次发现，所以开发新药迫在眉睫。利
用纳米技术直接活化药物前体小分子，拓宽
了药物筛选范围，简化了药物合成步骤，减
少了环境污染。这种抗菌策略具有潜在的药
物应用价值，相关的体内抗菌活性评价和生
物安全性研究正在进行之中。
该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中
科院和科技部的支持。

图片说明：金纳米颗粒引起细菌细胞膜结构变化，
产生囊泡，膜破裂引起核酸泄漏的示意图（左）及
实验结果图（右）。

（供稿：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研究室）

自组装手性聚苯胺纳米结构和超结构取得新进展
最近，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纳米器件研究
室的魏志祥研究员等采用单一手性的导电聚
苯胺分子作为组装单元，通过控制自组装体
系中的溶剂环境，自组装制备了手性的聚苯
胺纳米米粒，并将这些纳米米粒按不同的方
式组装形成手性超结构。例如，纳米米粒肩
并肩地排列能够形成六边形的片层超结构。
研究表明，手性聚苯胺分子在纳米结构与超
结构中有序堆积，堆积方式非常类似与蛋白
质的β折叠。所不同的是，蛋白质β折叠的
驱动力是氢键，而手性聚苯胺纳米结构与超
结构主要源于π - π堆积相互作用。正是由

于手性聚苯胺分子的有序堆积，六边形片层
结构表现出各向异性的电学传输特性。该研
究对控制组装制备其它功能纳米结构与超结
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此结果发表在近期
的《美国化学会志》上（J. Am. Chem. Soc.
2010, 132, 12006 12012）
手性纳米结构由于具有特殊的物理、化
学性质，一直以来备受研究人员的关注。由
单一手性的生物分子（如蛋白质和DNA）组装
形成纳米结构和超结构近年来已经取得了很
大进展。但是，从具有手性的光电功能分子
出发，自组装制备单一手性的纳米结构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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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而将手性纳米结构按
不同的方式自组装制备更高级次的超结构更
是困难重重。
另外，
通过控制手性聚苯胺分子的结构，
该研究组成功地自组装制备了支化的聚苯胺
螺旋纳米纤维。研究表明，支化的聚苯胺螺
旋纳米纤维中手性聚苯胺分子的堆积方式与
纳米米粒以及超结构一致。此结果发表在近
期的《欧洲化学》上（Chem. Eur. J. 2010,
16, 8626-8630）。
此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
技部、中国科学院的大力支持。

图片说明：纳米超结构及其垂直方向的电学性质

（供稿：纳米器件研究室）

“抗艾滋病相关纳米技术”973 项目中期总结会在京召开

日前，科技部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应用纳米技术解决新型抗艾滋病药物的若干
关键科学问题》中期总结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议由项目首席科学家梁兴杰研究员主持，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任王琛研究员致欢迎辞。

来自科技部、基金委的领导和国家纳米
科学中心、北京工业大学、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中科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等项目承担单位的研究人员和单位主
管领导、项目专家组成员等共计60余人参加
了此次总结会议。
梁兴杰研究员介绍了项目实施总体情况
和中期总结的安排。项目各课题组长汇报了
所承接课题的研究进展、已取得成果、目前
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的工作计划等。与会专
家在认真听取了各课题的汇报后，对项目与
各课题的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
议。
（供稿：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研究室）

杨卉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四十七批面上资助
近日，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公布了
2010年度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四十七批面
上资助获得者名单。中心纳米生物效应与安
全性研究室博士后杨卉获得2010年度第四十

七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二等资
助金”。杨卉同时也是中心自 2009 年 12 月正
式成立博士后流动站以来首次获得此项资助
的人员。
（供稿：人力资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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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研究生在赢创德固赛论坛获得优秀墙报奖
2010 年 9 月 9 日至 10 日在上海举办的
2010 赢创与科学·中国“无机与高分子复合
材料”学术论坛，邀请了来自国家纳米科学
中心、中科院化学所、宁波材料所、航空部
北京材料研究院、复旦大学、四川大学和吉
林大学等国内知名大学和研究所的复合材料
领域科研人员及研究助理、研究生等60余人
参加。
除了学术报告，论坛特别安排了墙报展
示，并在大学和研究所总共参展的20幅墙报
中，设立了一、二、三等奖各一名，由专门

组织的专家评委会根据研究内容的创新性、
实用性和墙报的展示效果等进行综合评选。
中心和中国科大联合培养研究生汤龙程同学
的题为“刚性柔性纳米颗粒改性环氧树脂力
学性能研究”获二等奖，中心研究生周凌云
同学和张辉同学合作的“气相法 / 溶胶凝胶
法纳米二氧化硅改性透明涂层摩擦性能的对
比研究”获三等奖。中心研究生的出色表现
受到了企业及学术同行的高度赞誉。
（供稿：纳米制造与应用基础研究室）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认真落实两节安全保卫工作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认真落实院办公厅
《关于做好 2010 年中秋、国庆期间安全稳定

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9月 8日上午召开安
全教育大会，进行安全宣传和检查布置，同
时聘请专业消防教官进行培训和现场演练，
下午请两位研究员讲解实验室安全和卫生知
识，中心有关部门负责人、各课题组的安全
员和新入职员工、学生 100 多人参加会议和
培训。
中心安全工作小组将坚持每天巡查、每
周小结、每月通报，开展全面安全检查，两
个节前增加重点检查，强化责任意识，做到
认真细致，不走过场，不留死角，发现问题
和隐患立即整改。 （供稿：综合事务部）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通过保密体系建设验收
9月8日，中科院非保密认证单位保密体
系建设验收专家组对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保密
体系建设工作进行了现场验收。在听取汇报
之后，专家组与保密委员会成员、保密办成
员以及涉密人员通过谈话了解保密情况。查

阅了保密管理档案材料，对计算机及存储介
质、办公自动化设备等进行了技术检查，并
现场检查了保密档案室的安全防范措施。
经过全面的检查，专家组认为国家纳米
科学中心领导对保密体系建设工作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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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组织健全，落实了责任部门，提供了保
密工作所需的人财物保障，
开展了保密教育，
对涉密人员进行了审查和培训，保密要害部
位、涉密计算机、涉密存储介质及办公自动
化设备管理规范，符合非保密认证单位保密
体系建设标准。通过对各项工作验收评分，
获得 292 分。同时，专家组也对检查中发现

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进一步整改的意见。
查书记在听取验收意见后，发言指出：
今后，各部门要认真研究验收组提出的各项
建议，落实整改，形成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保
密管理工作的长效机制，并希望以此次验收
工作为契机，
进一步提高保密工作管理水平。
（供稿：综合事务部）

国际交流
9 月 20 日，德国马普高分子研究所的冯新亮博士来中心作报告：“Graphene Sheet: A Promising Material
for Electronic and Energy Storage Applications”
。
9 月 17 日，美国迈阿密大学化学系 Dr. Vaidhyanathan Ramamurthy 教授来中心作报告：“Chemistry in a
Capsule: Photochemistry in a Confined Space”
。
9 月 17 日，德国马普胶体与界面研究所 Dr. Markus Antonietti 教授来中心作报告：“Carbon Materials for
the Energy- and Raw Material Change”
。
9 月 9 日，德国柏林自由大学 Michael Giersig 教授来中心作报告：“Research, results and future in
nanotechnology”
。
8 月 30 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Dr. Donghun Lee 来中心作报告：
“Atomic scale gate electrode formed by a
charged defect on GaAs(110)”
。
8 月 30 日，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纳米光子学实验室 Dr. Chi Chen 来中心作报告：“Visualization of Fermi's
Golden Rule through STM Light Emission Microscopy”。
8月27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肿瘤研究所的Di Xia 博士来中心作报告：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
of function of cytochrome bc1 complex, a nono-machine that pumps proton across biological membrane”。
8 月 26 日，日本国立物质科学研究所（NIMS）来中心作报告：“Graphene synthesis, characte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in DNA sequencing”
。
8 月 13 日，美国德拉维尔大学的魏秉庆教授来中心作报告：“Nanomaterials and Nanostructures for Energy
Storage ”。

学术活动
8 月 25 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电镜专家徐伟教授来中心作报告：“电子显微学若干基本概
念与生物学电子显微技术”。
8 月 2 4 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国家微重力实验室主任、生物力学与生物工程中心主任龙勉研究
员来中心作报告：“纳米生物力学：蛋白质相互作用的力学与反应动力学”。
8 月 19 日，中国科技大学梁高林教授来中心作报告：“A new general platform for controlled synthesis of
nanomaterals, cancer early detection and therapy”。
8 月 1 8 日，张伟副研究员作报告：“微流控芯片上的细胞生物学研究”。
主
编：刘卫卫
本期编辑：翁云剑
通讯地址：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北一条1 1 号
网
址：http://www.nanoctr.cn

电话：62652116
传真：62656765
邮编：100190
E-mail:webmaster@nanoctr.cn

第8 页 共8 页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