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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春礼院士出席 CNAS 纳米专业委员会
2010 年会并讲话
2010 年 12 月 15 日上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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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年度会议在
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CNAS纳米专业委员会主任
委员白春礼院士、CNAS秘书长宋桂兰研究员、CNAS纳米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高思田研究员、国家纳
米科学中心主任王琛研究员、CNAS 纳米专业委员会委员及代
表、CNAS纳米专业委员会秘书处人员等出席了会议。白春礼主
任委员发表讲话，
高度评价了认证认可工作对我国国民经济发
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对各位委员及代表积极参与认可工作表示
感谢。宋桂兰秘书长对CNAS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及CNAS“十二
五”规划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并宣读了第二届CNAS纳米专业委
员会成立批件及委员名单，
白春礼主任委员和宋桂兰秘书长为
各位委员颁发了聘书。
纳米专业委员会秘书处汇报了 2010 年度工作总结及 2011
年度工作计划。各位委员对秘书处 2010 年所做的工作给予以
了充分的肯定，并针对2011年的工作计划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提出了许多建设性建议。白春礼主任委员对CNAS纳米专业委员
会今后工作提出了三点建议：首先，加快纳米检测实验室的认

石墨烯可控掺杂研究取得新
进展（详见第 3 版）

表面修饰有序纳米孔二氧化
硅标准物质通过科技成果鉴
定（详见第 7 版）

白春礼院士在 CNAS 纳米专业委员会 2010 年会上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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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步伐，为开展纳米参考样品的国际国内的

极宣传纳米技术及认可知识，让社会各界更

循环检测提供有力的支持，为我国纳米材料

多的了解纳米技术的认证认可。

及产品检测报告得到国际认可创造条件；其

认可作为一种能力评价的手段，在适应

次，依托科技部国家重大研究计划项目积极

全球化，促进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市场行为，

组织多种方法检测纳米样品，
探索不同仪器、

指导消费，保护环境和生命健康，促进经济

不同检测方法对同一样品检测结果的趋一性，

建设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

为纳米检测结果的可靠性提供技术方面的支

次会议的召开将对我国纳米技术认可领域的

持；最后，CNAS 纳米专业委员会秘书处应积

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极主动地总结已有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积

（供稿：科技管理部）

詹文龙副院长率院考核组对国家纳米科学中心领导班子
进行届中考核
10月28日，国家纳米科学中心领导班子

方面汇报了中心工作的进展，并对中心目前

届中考核会在中心多功能厅举行。中国科学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进行了分析，同时提出了

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詹文龙，人事教育局局

中心下一步发展规划。中心党委书记查连芳

长李和风，基础局局长刘鸣华，北京分院党

研究员从领导班子建设、创新文化、党风廉

组常务副书记、副院长项国英，院办公厅秘

政建设和党的组织建设等方面，对本届领导

书处、人教局领导干部处、北京分院监察审

班子任期内工作进行了补充，希望中心全体

计处和干部工作处相关领导一行11人出席了

人员共同努力创建和谐奋进的文化氛围，携

考核会。国家纳米科学中心领导班子成员、
党委委员、纪委委员、中层干部、副高级以
上科技人员以及党支部书记、职代会主席团
成员等 40 多人参加了考核大会。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任王琛研究员代表
领导班子作了届中述职工作报告。他从科研
工作、体制机制改革、人才队伍建设、国内
外科技合作与交流、科研条件与技术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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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詹文龙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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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创建纳米中心品牌。
听取汇报后，詹文龙副院长作了重要讲

詹文龙在讲话中特别指出，纳米中心建
设项目在本届班子任期内顺利通过验收，这

话，他充分肯定了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党政领

是领导班子坚持中科院与教育部共建共享、

导班子任期内的工作。指出，本届领导班子

探索新机制新模式的具体体现。他希望本届

自上任以来，带领纳米中心全体职工，围绕

领导班子继续带领中心全体员工，以国家纳

纳米科技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组织承担国

米科学中心建设项目顺利验收为契机，进一

家重大纳米科技项目，在纳米基础研究和重

步凝练学科方向，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抓住

大应用、
公共技术平台和基础科研条件建设、

机遇，强化科技成果产出，扩大国际影响，进

纳米标准的研究和制定、国内外学术交流与

一步加强文化建设，力争在“创新 2020”中

合作、人才队伍与体制机制建设等方面取得

取得更大进步。

了显著成效。

（供稿：综合事务部）

石墨烯可控掺杂研究取得新进展
石墨烯，这一2004年发现的碳晶体家族

温退火，利用氨气分解产生的氮原子来填补

中的新成员，集多种优异特性于一身，其电

碳原子空位缺陷，实现了在石墨烯中氮原子

子迁移率高于硅材料两个级数表明石墨烯有

的掺杂。由氮原子掺杂后的石墨烯制备的场

望替代半导体工业中的硅材料。然而，石墨

效应器件具有n型导电性质，进一步证实了氮

烯为零带隙半导体，因此能否有效调控其电

原子的掺杂效果。另外，通过调节离子注入

学性质决定着这种新材料在微电子等行业的

剂量、退火温度等条件，能够实现精确可控

应用前途。

的原子掺杂，对石墨烯的理论研究和实际应

掺杂被认为是调控石墨烯电学性质的有

用都具有重要意义。相关研究结果已发表在

效手段之一，但石墨烯完整的二维蜂窝状结

2010 年的 Nano Letters 上（Nano Lett. 2010,

构给其掺杂带来很大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难

10, 4975 4980.），并被Nature Publishing Group

题，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宫建茹研究组采用离

(NPG) Asia Materials 作为特色研究进行报道。

子注入技术，通过高能离子轰击使石墨烯产

除石墨烯纳米器件的物理性质研究，该

生碳原子空位缺陷。然后，在氨气气氛中高

研究组还将纳米器件应用于传感领域，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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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无标记高灵敏度的生物分子检测，其结
果发表在 Small 2010, 6(8), 967-973。
上述研究工作得到中国科学院、国家自
( a ) 石墨烯场效应晶体管示意图；( b ) 本征石墨烯的
Gsd-Vg 曲线；(c)氮掺杂石墨烯的 Gsd-Vg 曲线。从(b)
到(c)的数据表明石墨烯实现了从 p 型到 n 型的转变。

然科学基金委以及科技部项目的支持。
（供稿：纳米器件研究室）

纳米科学技术分会第二届年会暨 2010’全国纳米生物与医学
学术会议在武汉召开
纳米科学技术分会第二届年会暨 2010’

士以及科技部基础司张先恩研究员、佛罗里

全国纳米生物与医学学术会议于 2010 年 11

达大学谭蔚泓教授、美国埃默瑞大学杰出讲

月4－7日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此次会议是

座教授聂书明到会作了大会报告，82位学者

由纳米科学技术分会主办，武汉大学、国家

分别作了特邀报告，59位学者分别作了口头

纳米科学中心和湖北省化学化工学会联合承

报告，墙报交流报告 150 个，大会评选出优

办。来自全国的 900 多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

秀墙报奖 15 人，会议还组织自由论坛 1 次，

议。

与会代表与专家们就纳米科技领域相关问题

湖北省副省长郭生练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进行了热烈讨论，为今后我国纳米科技的发

他首先介绍了纳米科技的地位、作用和发展

展，特别是纳米生物与医学的发展提出了许

以及给未来产业带来的机遇，随后介绍了湖

多好的意见和建议。

北省纳米科技方面的进展，他强调本次会议
将给湖北省纳米科技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也
必将推动纳米科技在湖北省的快速发展。
国家科技部础研究司张先恩司长出席开
幕式并讲话，本次会议为国内外专家、学者
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
是我国纳米科技方面一次重要的会议。
在三天的会议中，美国工程院院士吴建
福、中科院外籍院士王中林、中科院环境生

纳米科学技术分会第二届年会暨 2010’全国纳米生
物与医学学术会议开幕式全景

态中心江桂斌院士、中科院化学所万立骏院

（供稿：科技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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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项碳纳米管检测方法国家标准（送审稿）通过专家评审
会。
听取汇报后，与会专家对两项标准送审
稿进行了仔细审查和热烈讨论。专家组一致
认为：通过两项标准的制定，将分别规范近
红外光致发光谱法对单壁碳纳米管手性结构
的指认及相对质量浓度的测量以及应用热重
分析法对碳纳米管氧化温度及灰分的测量。
两项碳纳米管检测方法国家标准评审现场

这两项标准的建立促进了我国在纳米技术领

由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标准研究室主持和

域高新技术标准的制定工作，并为新型纳米

参与的两项国家标准“半导体性单壁碳纳米

材料特别是碳纳米管的生产制备和实际应用

管的近红外光致发光光谱表征方法”和“碳

提供了检测依据和技术保障。经投票表决，

纳米管氧化温度及灰分的热重分析法”
（送审

与会专家一致同意两项标准送审稿通过评审。

稿）顺利通过专家评审。日前在北京召开了

上述两标准项目得到科技部重大科学研

上述两项国家标准送审稿专家评审会，来自

究计划“重要纳米检测技术的标准化”项目

国内不同领域的 15 位专家出席了此次评审

资助。

（供稿：纳米标准研究室）

“纳米测量技术标准的基础研究”项目召开战略研讨会
纳米标准研究在前期两项国家重大科
学研究计划项目完成验收的成果上，本年度
新的项目“纳米测量技术标准的基础研究”
又获得科技部的滚动支持。为总结上一期纳
米标准项目经验和为下一期新项目做好准备，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于 2010 年 10 月 23 日上午
组织举办了新标准项目战略研讨会议。

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纳米测量技术标
准的基础研究”研讨会会场

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

目的主要工作内容设想和预期目标。包括中

任王琛研究员向项目专家组成员汇报了新项

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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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院、北京出入境检验检

讨的同时，对我国纳米技术标准化研究工作

疫局等新项目的主要承担单位代表就各承担

也开展了相关的战略研讨。

单位对项目的研究工作基础和今后研究工作

（供稿：纳米标准研究室）

设想进行了汇报。与会专家对新项目开展研

中心承担的两项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通过课题验收
由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持的国家重大研
究计划项目“重要纳米检测技术的标准化”
（2006CB932500）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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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和认同；对项目取得的一批有质量、有
水平的纳米标准研究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同时也对我国纳米标准研究与制定工作提出
了积极建议与殷切希望。

法标准化研究”（2006CB932600）已于 2010
年 10 月 22 日在北京通过课题验收。
课题验收会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柴之芳院士和北京大学朱星教授共同主持。
科技部和中科院基础局有关领导也莅临指导。
与会专家认真听取了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重要纳米检测技术的标准化验收现场

的江潮和吴晓春研究员两位项目首席科学家
所做的项目总体情况汇报，并逐一听取了各
个课题负责人的课题总结报告。专家组依据
科技部对项目课题的验收程序和评判标准对
每个课题进行了详细的书面评议。
最后，柴之芳院士代表专家组祝贺两个
项目所属课题顺利通过验收，对参与课题研
究工作的科技人员所付出的辛勤努力给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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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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现场

（供稿：纳米标准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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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修饰有序纳米孔二氧化硅标准物质通过科技成果鉴定
修饰有序纳米孔二氧化硅比表面积、孔容和
孔径标准物质”科技成果鉴定会，来自中国
计量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和中国石油大学
等单位的 13 位专家出席了此次鉴定会。
鉴定委员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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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硅标准物质均匀
“比表面积标准物质——表面修饰有序纳米孔
二氧化硅比表面积、孔容和孔径标准物质”科技成
果鉴定会现场

性和稳定性良好，定值数据可靠，不确定度
评定合理；该标准物质具有比表面积、孔容、
平均孔径和最可几孔径四个特性量值，填补

日前，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了国内空白，技术水平达到了国际同类标准

(CNAS)实验室技术委员会纳米专业委员会在北

物质先进水平，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推广

京组织召开了“比表面积标准物质——表面

意义。

（供稿：纳米标准研究室）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Bednorz 访问中心
11 月 19 日上午，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Bednorz访问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王琛主任、朱星副主任及相关的科研人
员参加了接待。王琛主任对 Bedno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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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议希望
Bednorz教授今后多来中心，进一步加强交流。
中心部分研究人员及学生和教授进行了积极
的互动，教授也对大家的提问给予了幽默风

Bednorz 与中心的研究员及学生座谈

趣的解答。
会后，Bednorz 教授在刘前主任的陪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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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了中心的部分的实验室，并听取了研究

化合物高温超导体研究的贡献而获得1987年

员的介绍。Bednorz 教授在瑞士苏黎世联邦理

诺贝尔物理学奖。现任 IBM 苏黎世实验室教

工学院取得固体物理博士学位，因其对新型

授。

（供稿：科技管理部）

中心认真学习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扎实推进创先争优活动
12月3日，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召开了“认

员、副秘书长何岩在中科院创先争优活动经

真学习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扎实推进创先

验交流视频会上的讲话精神，同时就开展党

争优活动”为主题的党群工作研讨会。中心

群共建创先争优活动进行了部署。她指出，

党委书记查连芳、党委委员、纪委委员、各

按照中心的活动实施方案，目前是全面推进

党支部书记、委员、团委书记、工会（职代

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心围绕“积极投身创

会）委员代表参加了会议。

先争优活动”开展了活动。通过组织一系列

党委书记查连芳首先传达了十七届五中

学习培训活动，深入开展调研，建立并落实

全会的主要精神，并就学习贯彻落实五中全

规范实效的规章制度，充分发挥了党支部的

会精神提出了要求。要求各党支部要把学习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希望

宣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中心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创先争优活动，带

的重大政治任务，摆在突出位置，科学谋划、

动工会、共青团、妇委会等群众组织广泛开

精心安排；党员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认真

展创建先进集体、争当先进个人活动，努力

学习。同时强调指出，要把学习贯彻十七届

形成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

五中全会精神与中心实际工作以及深入开展

最后，与会人员围绕如何深入开展党群

创先争优活动结合起来，明确目标任务，不

共建创先争优活动、增强活动的实效性展开

断把学习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活动引向深入，

了讨论，同时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

夯实中心各项工作发展的基础。

议，为下一阶段活动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

随后，查书记传达了中国科学院党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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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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