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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2010年是美国国家纳米计划（NNI）令人瞩目的一年。
值此计划开展十周年之际，评价其初始目标的实现程度、争取
投入增长和论证其对科技与社会发展的实质性贡献，
成为美国
纳米科技能否继续保持前十年发展的强劲势头、
引领世界技术
与工业革命和获得国家支持的关键环节。本专题总结了 2010
年 NNI 重要报告的主要内容，介绍了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战略会
议信息，以跟踪该计划的阶段性进展，展示未来美国纳米科技
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学科走向，
为进一步的决策研究和科技预见
提供参考。

NNI 发布国家纳米计划战略规划征求意见稿 2010
2010 年 11 月 1 日，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纳米科技工程分
会在其官方网站发布新的国家纳米计划（NNI）战略规划草案，
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时间截止到 11 月 30 日。新规划体
现了美国政府对纳米科技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在这一领域保持优
势的具体措施。
NNI 的宗旨是发展国家利益下的研发，规划草案描述了8个
计划主要领域：基本现象及过程；纳米材料；纳米器件及系统；

美国国家纳米计划（NNI）2011 设备研究、测量技术和标准；纳米制造；主要研发设施；环境、
财年预算（详见第 4 版）
健康与安全；教育和社会维度。计划主要领域是指分别与纳米
科技研究相关的主要学科领域和行动区域，
它们为国家纳米计
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对
这些领域的投资和进展对
国家纳米计划的第三次评估 划的活动分类提供了一个组织框架。
报告（详见第 7 版）
于达到 NNI 的目标和实现其远景是至关重要的。每个计划领域
相关的投资都在递交总统的 NNI 年度预算书里报告，在一个或
纳米技术的长期影响与未来
机遇2000-2020（详见第8版） 多个计划领域中资助机构的项目与行动是实现每个目标的关
键。
美国纳米技术政策要点（详见
规划草案说明了今后美国国家纳米计划的 4 个主要目标：
第 10 版）
推进世界级纳米科技研发计划；为了商业和公共利益，培育新
国家战略计划（NNI）战略规划 技术向产品转移；发展和保持能够促进纳米科技的教育资源、
研讨会（详见第 11 版）
技术劳动力和支撑设施；支持负责任的纳米技术开发。每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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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目标之下还有具体子目标和实现途径。
国家纳米计划的主要领域横跨各参加机
构的兴趣和活动区域，并且代表了NNI目标中

过紧密的跨机构合作，克服重大挑战和研发
资源缺口，齐心协力实现社会关键需求领域
的重大进展。

可以通过机构间合作加快实现的领域。规划

规划草案解释了该计划的协调协调机构

进一步展示了主要计划领域和25个资助机构

和评估程序，指出了前进的途径，并附上了

的任务、兴趣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参见表1）。

外部机构的评估报告和公开征集的利益相关

为支持总统优先权和创新战略，总统科技政

者意见。定稿后的新规划将正式代替2007年

策办公室（OSTP）和 NNI 成员机构推出了 2011

12 月发布的战略规划。

年的三个“联合计划”
（Signature Initiative，参

原文链接: Http://strategy.nano.gov

见表 2），意图真正影响机构的预算过程，通

表1

NNI 资助机构的任务、兴趣和需求与主要项目领域的关系

(P = primary 首要, S = secondary 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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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NNI 资助机构的任务、兴趣和需求与主要项目领域的关系(续)

(P = primary 首要, S = secondary 次要)

注：NSF －国家科学基金委；NIST －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H －国立卫生研究院；
NASA －美国宇航局；EPA －美国环境保护署；DOT －美国交通部；DOE －美国能源部；
DOD －美国国防部；IC －情报体系；DOTreas －财政部；DOS －国务院；
DOJ －美国司法部；NIFA －国家粮农研究所；NRC －核能标准委员会；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DHS －国土安全部；USPTO －美国专利商标局；
NIOSH －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院；ITC －国际贸易委员会；FS －美国林业服务部；
CPSC －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BIS －工业安全局（属于商业部）
;
USGS － 美国地质勘探局；DOL －美国劳工部；DOEd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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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1 财年提议的第一批纳米联合计划

美国国家纳米计划（NNI）2011 财年预算
2010 年 2 月，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新渠道供给的重要性；能源部的投资在所有

纳米科技工程分会发布了国家纳米计划

机构中占据最大份额，纳米制造研究投资有

（NNI）2011 财年投资预算，总额将近 18 亿美

显著增长，环境、健康和安全的研究投资持

元。本次预算设立了新的重点，即加速转化

续稳定增长，NIH 的投资持续增长。2011财年

基础研发成果和能力到支撑可持续能源、环

纳米科技相关投资的重大增幅来自于那些过

境保护和健康等国家优先领域的创新中。联

去相对比较谨慎的机构，如 FDA, USDA 和 EPA

邦政府支持15个部门的纳米科学和工程研发

等。

活动, 获得最大投资的部门分别是：国家能

自 2001 年以来国家纳米计划累积投资

源部（DOE）、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国立

（包括 2011 财年）超过 140 亿美元，2005 财

卫生研究院（NIH）、国防部（DOD）和国家标

年到2010财年环境健康安全领域的研究投入

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作为扩展 EHS 努力

累计超过 4.8 亿美元，2005 财年到 2010 财年

的一部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局（FDA）和消

教育和纳米技术伦理、法律的研究投入累计

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CPSC）于 2011 年首次

超过 2.6 亿美元。表 1 表明了 2009-2010 财

加入 NNI 的正式预算编制之中。

年美国联邦主要机构对国家纳米计划的预算

基本纳米现象和过程研究仍获得最多的
预算，反映出持续联邦资助对基础研究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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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表 2 表明 2011 财年主要机构对纳米研
发主要领域的预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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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9-2011 财年美国联邦主要机构对国家纳米计划的预算情况
（单位：百万美元）

注：
（1）2009 财年是实际拨款；2010 财年是拨款估计值；2011 财年是预算申请值。
（2）NSF- 国家科学基金会；DOD- 国防部；DOE- 能源部；
HHS(NIH)- 美国健康和公众服务部（国立卫生研究院）
；
DOC(NIST)- 商业部（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EPA- 环保总署；NASA- 国家航空航天局；
HHS/NIOSH- 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院；DHS- 国土安全部；USDA- 农业部；
NIFA- 国家食品农业研究所；FS- 林业服务部；DOT(FHWA)- 交通部（联邦公路管理局）
；
DOJ- 司法部；HHS/FDA-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CPSC- 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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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1 财年美国联邦主要机构对纳米研发主要领域的预算情况
（单位：百万美元）

原文链接:http://www.nano.gov/NNI_2011_budget_supplement.pdf
题目：NNI Supplement to the President's FY 2011 Bud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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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对国家纳米计划的第三次评估报告
2 0 1 0 年 3 月，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
（PCAST）发布了国家纳米计划（NNI）的第三
次评估报告。在这份报告中，PCAST担当国家
纳米技术咨询小组（NNAP）的角色，评估 NNI

（NNCO）应扩大其影响和有效性，提高其能力，
来协调和发展国家纳米计划方案以及和方案
相关的政策。
对产出进行审查的结论认为，在促进美

在过去两年中和自成立以来的有效性。工作

国国内和国外纳米技术的兴趣和进步方面，

组认为，以下三个方面在评估中最有价值：

NNI发挥了关键作用, 最重要的科学出版物中

项目管理——关于国家纳米计划（NNI）领导

论文的总数最多，
专利申请并获得批准量大，

层间如何更好的表现自身角色的评价；纳米

私营部门资金用在新的和现有公司上发展纳

技术成果——关于联邦纳米技术投资所提交

米技术、销售纳米技术为基础的产品。

产出内容以及加强对经济结果的建议分析；

审查NNI在解决环境安全问题方面的作用

环境、健康与安全（EHS）——关于国家纳米

的结论是，采用积极的态度，解决国家纳米

计划（NNI）在帮助鉴定和管理纳米技术相关

计划（NNI）带来的纳米技术潜在的环境、健

的潜在风险的评估, 特别审查 NNI 在通过了

康与安全（EHS）影响是值得赞扬的。但重大

2008 年国家纳米技术咨询小组（NNAP）的评

环境安全相关障碍仍然阻碍纳米技术的有效

估中提出的建议。

性，可持续，以及负责的商业化。咨询小组

报告对NNI的总体评价是成功的，确认NNI

建议成员机构增加协调努力以克服这些障碍。

已经对这一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和催化作用，

环境和健康的影响（NEHI）应制定明确的原

应继续进行下去。

则，支持纳米科技相关产品合理的风险识

在方案管理审查中，国家纳米技术咨询

别；应进一步制定和实施跨部门的战略计划，

小组（NNAP）认为国家纳米计划已经有了良

联系环境，健康与安全（EHS）研究活动与知

好组织和管理，但OSTP 还可以采取措施使NNI

识差距以及政府和工业界的决策需要，做出

在今后10年内充分利用纳米科学和技术发展

商业的和监管决策，以确保安全使用纳米技

所带来的机遇，特别是关于商业化的努力。

术产品。

包括加强与企业界沟通；促进技术转让；提

美国不受质疑的一个领域是教育纳米技

供公共和私营部门的信息；对利益相关者有

术研究人员，但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毕业后

利的合作方案等。国家纳米技术协调办公室

不能继续留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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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提出了今后的改进意见。建议在项

发展留住人才的计划。展望未来 10 年，NNAP

目管理方面加强国家纳米技术协调办公室

认为：NNI 应该在前 10 年取得的优势上，在不

( N N C O ) 的能力、专注于商业化、联合计划

断变化的社会需求以及意外发现的基础上，

（Signature Initiative）、教育和社会影响；在纳

创造新的研究途径。基础研究将继续成为投

米技术成果方面强调纳米制造和商业化、创

资组合的重要组成部分，集成组件和商业化

造就业、人才保留和技术转移，未来5年，联

整合的流程将会越来越集中，NNI 在联合计划

邦政府专用于纳米制造的资金应当加倍，加

中应发挥关键作用，NNI 方案的平衡将继续演

强政府—工业—大学的合作；在环境健康与

变，更加关注环境安全相关的根本问题。

安全（EHS）方面关注风险识别、战略规划、

2010标志着国家纳米计划（NNI）十周年，

信息资源、和组织变革；还特别指出了中国

应该有一个恰当的论断，讨论纳米技术如何

作为外国竞争者的情况。

有助于重要的社会需求和未来的目标。

报告呼吁增加资助 NNI ，确保国家竞争
力；进一步制定和实施跨部门的战略计划；

原文链接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
files/microsites/ostp/pcast-nano-report.pdf

纳米技术的长期影响与未来机遇 2000-2020
2010 年 9 月 30 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

安全和公众参与。该报告还呼吁要将纳米技

举行的 N S F 会议上，由世界技术评估中心

术的环境、健康和安全方面融入主流的纳米

（World Technology Evaluation Center，WETC）发

技术研究；最后特别提出未来10年纳米技术

布了一份报告草案。报告分析了在纳米技术

发展必须注重的四个方面——知识进展、材

领域的进展情况，总结了过去10年发展中得

料进展、全球进展和道德进展。

到的教训，要求加强产业化和创造就业，并

该报告在 2010 年 3 月至 7 月举行了四

强调以研发投资的回报作为纳米基础产品审

次研讨会，综合了来自各行业、政府和学术

定的标准。报告称纳米技术为基础的产品市

界的代表，以及全球范围的专家意见。由美

场将超过 2500 亿美元，在展望未来的同时

国芝加哥的头脑风暴会议开始，包括德国汉

大力强调创新和产业化、创造就业机会以及

堡举行的美国跨国公司会议（欧盟和美国代

对社会的投资回报，同时要求采取措施确保

表），东京（日本、韩国、台湾和美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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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新加坡（新加坡、澳大利亚、中国、印

（3）纳米技术在生物系统和医学、信息

度、沙特阿拉伯和美国代表）。与会者来自不

技术、光子学和表面等离子体光子学、催化、

同学科范围，包括社会科学、经济学、哲学、

以及高性能材料、设备和系统方面的进步；

物理和生物科学、工程和医学。
报告记录了纳米技术在 2000 年至 2010

（4）教育、基础设施，以及采用纳米技
术管理的社会效益。

年中取得的进展，为纳米技术2010年至2020

过去十年中，纳米技术研发的资金投入

年进展展望奠定了基础，主要内容分为以下

非常可观。美国政府对纳米技术的资助累计

四个方面：

已超过 120 亿美元，是自阿波罗登月计划以

（1）纳米技术研究、合成及制造方法和
工具；
（2）环境、健康和安全方面的纳米技术，

来，最大的民用技术投资之一。在催化剂和
半导 体 产 业 中 ，纳米 技 术 已 经 渗 透 超 过
30%。60 多个国家实施了纳米技术研究计

支持在能源、水、食物、气候等方面形成更

划，使得纳米技术成为全球最大的、最具竞

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争的研究领域之一。

图 1 包含纳米技术的终端产品市场。研发焦点已由 2000-2010（Nano 1）的基础发现转向 2010-2020
（Nano 2）的应用驱动的基础和系统研究。
第 9 页 共 12 页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报告认为，过去 10 年得到了以下几条
教训：
●纳米技术开发需要更多的利益相关方
和公众的参与；
●必须最优先开发突破性发现和新的计
算机模拟方法；
●可持续发展需要持续的、大量的投
资；
●纳米技术EHS 必须成为研究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
●研究必须更加贴近新兴领域和诸如矿

石加工、林业和农业等传统领域；
●研究和教育领域，公私伙伴关系必须
得到扩展。
未来 10 年，50% 左右的纳米技术研发
将从发现驱动转向社会经济需求驱动，也将
受到科学、投资和规划政策的强烈影响。因
此研发投资将更多地关注社会需求的科学工
程系统。
原文链接 ： Long-Term Impacts and Future Opportunities
for Nanotechnology, 2000-2020，http://www.wtec.
org/nano2/index.html

美国纳米技术政策要点
纳米科学、工程和技术（通常统称为纳

参考。根据这些标准，美国似乎是全球纳米

米技术）被普遍认为可以提供特殊的经济和

技术的领导者。但研发投资、科学论文和专

社会效益。美国国会持续对纳米技术提供支

利数量可能无法为美国当前或未来的竞争地

持，并引导关注可能影响纳米技术潜力实现

位提供可靠的指标，科学和技术的领先地位

的三个问题：联邦对纳米技术的研发；美国

未必能导致商业领导地位或国家竞争力。

的竞争力；纳米技术对环境、健康和安全的

纳米技术也将对联邦任务做出重大贡献，

影响。从 2000 年美国启动国家纳米计划到

如国防、国土安全以及空间探索和商业化。

2010 财年，美国国会已经拨款 124 亿美元用

美国国会对国家纳米计划（NNI）发挥了

于纳米技术研发；此外，2011 年的预算将为

核心作用，其所关注的纳米技术相关问题有

18 亿美元。

以下几个方面：

产出收入和市场份额等经济数据可用来

（1） 美国竞争力，全球资助中美国一直

评估成熟技术和产业竞争力，却不适用于评

是主导并将继续保持领先地位；美国纳米技

估纳米技术。有关可行的办法是利用投入

术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高于中国、欧盟各国

（例如研发支出）和非金融产出（如科学论

和世界其他地区，4 门学科（生物、化学、工

文，专利）等数据，提供对当前美国纳米技

程和物理学）各自与整体的情况也都如此。

术地位的了解，还可作为未来竞争力的重要

美国在生物学领域的领导作用特别突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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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上述 4 个学科中各自的与整体的篇均被
引频次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3） 纳米制造，实现纳米技术的相关经
济利益和社会承诺，需要将纳米科学知识转

（2） 环境、健康和安全影响，这类关键

化为有市场前景的纳米技术产品。为了使纳

政策问题和潜在监管的不确定性会影响美国

米技术产品以安全、可靠、有效、负担得起

的竞争力，影响之一可能是不鼓励对纳米技

的方式进入商业规模生产环境主，需要发展

术的投资，因为纳米技术的法规可能具有阻

新的独特的纳米制造技术、工具、仪器、测

止产品进入市场的可能性，许多利益相关者

量科学和标准。

相信，必须解决有关纳米级材料与产品的环

原文链接：Http://www.fas.org.cn/sgp/crs/misc/

境、健康与安全等潜在不利影响。

RL3511.pdf

国家纳米计划（NNI）战略规划研讨会
2010 年 7 月 13-14 日，在弗吉尼亚的阿

一起；

灵顿召开了国家纳米计划（NNI）战略规划研

* 获得利益相关者对于更新的NNI战略规

讨会，征集利益相关者对 2010 新 NNI 战略规

划总目的和具体目标的意见，这个规划目前

划的批评和意见。

正在进行制定并计划于 12 月份完成。

这次研讨会的目的是要：
* 把那些新加入纳米科学工程和技术的
人以及那些对国家纳米计划熟悉的人集合在

* 为美国政府跨机构工作小组收集建议，
他们正在起草新的战略规划。这是2007年12
月 NNI 战略规划的更新。

纳米发展规划新加坡研讨会
2010 年 7 月 29 － 30 日，美国科学基金

研讨会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方面：理论、

会（NSF）和世界技术评估委员会（WTEC）组

建模和模拟；研究工具：实验方法，仪器和

织的纳米发展规划国际研讨会在新加坡召开。

计量学；纳米单元、器件和系统的合成、组

与会代表主要来自美国、中国、新加坡、和

装和加工；纳米技术与环境、健康和安全；纳

澳大利亚。此次会议是 NSF 对 2000 年启动的

米技术在环境和工业方面的可持续应用；设

NNI 计划全面总结的基础上对今后 10 年的发

施建设：研发和教育需求；纳米光子学和等

展进行规划。

离子体光学；纳米生物系统、药物与健康；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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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技术与能源转换、存储和节能；纳米电子

形式为美方代表介绍每个方面的规划情况，

学和磁学；先进纳米材料；纳米技术发展管

征求与会学者的意见，然后归纳形成初步文

理。

稿供进一步交流。专题报告首先回顾过去十
在会议开始，来自美国的Hersam教授、中

国的王琛研究员、澳大利亚的 Jagadish 教授

年纳米技术的发展，然后进一步提出未来十
年的发展目标、研发战略和优先主题等。

和新加坡的Boey教授分别简单介绍了各国的

此次会议体现了美国基金会和政府对纳

总体情况。美国的 Roco 教授做了题为“纳米

米研究的高度重视和在纳米科技领域保持优

科技发展的长期考察”（Long-term View of

势的具体措施。研究美国纳米规划的目标和

Nanotechnology Development）的大会报告。专题

战略走向对我国纳米科技的发展规划及战略

会议（breakout sessions）共有 12 个报告单元，

部署有重要的影响和借鉴意义。

国家纳米计划（NNI）十周年：纳米技术创新峰会
为庆祝国家纳米计划（NNI）开展十周年，

大的纳米技术许可、合作和投资的市场。

国 家 纳 米 计 划 十 年：纳米 技 术 创 新 峰 会

* 精悍的发言者和研讨专家，给市场带

（National Nanotechnology Initiative at Ten:

来颠覆性的技术，评价和资助能源技术，来

Nanotechnology Innovation Summit）于2010年12

自白宫和国会的观点，建立地区集群。

月 8 － 10 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外的盖洛德

* 预备研讨会，在专门1天的活动中，与

国家会议中心召开。国家纳米计划包含25个

来自NNI参与机构的项目经理一起聚谈，理解

联邦机构的纳米技术相关合作活动，集中研

机构的优先资助领域，提出要求，并讨论将

究产生具有革命性和变革性的技术突破。NNI

来的项目机会。

纳米技术创新峰会把国家纳米技术研究、开

参加机构主要有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

发、实现和政策的领导阶层召集在一起，并

美国农业部(USDA)、美国国防部(DOD)、美国能

且一道展示通过NNI支持产生的最先进的纳米

源部(DOE)、美国环境保护署(EPA) 、美国国

科学技术。

家宇航局(NASA)、 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

会议要点：

等。

* 纳米科技创新展览，呈现国家目前在

以上会议信息都可链接自：http://www.nano.gov

商业化开发中转换的最高技术，将是国内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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