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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洋副院长、詹文龙副院长一行来中心
调研物质科学与生命科学交叉研究专题

物质科学与生物科学交叉研究专题研讨会

3 月 14 日上午，中国科学院李家洋副院长、詹文龙副院长
在基础局刘鸣华局长和黄敏副局长、
生物局张知彬局长和苏荣
辉副局长等领导的陪同下，
来到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调研物质科
学与生命科学交叉研究专题，基础口的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数
学院、力学所、福建物构所、苏州纳米所和生物口的北京生科
院、植物所、动物所、心理所、微生物所、生物物理所、遗传
发育所、基因组所、上海生科院、上海巴斯德所、广州生物健
康院、昆明动物所、昆明植物所、武汉病毒所、水生所、成都
生物所、西北高原生物所等 20 多家研究所的领导和部分科研
人员一同参加调研。会议由黄敏副局长主持。

细胞器靶向的抗肿瘤研究取
得新进展（详见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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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会召开（详见第4版）
院领导一行考察中心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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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文龙副院长在调研会上讲话表示，
物质科学与生命科学的交叉研究很重要，
中科院从高层来推动学科的交叉，打破生
命科学与物质科学的界限，此次基础局与
生物局共同推进“物质科学与生物科学交
叉研究专题”工作，将有效促进物质科学与
生命科学的交叉和合作。
调研活动安排了各相关研究所领导和

部分科研人员的工作报告，大家围绕物质科
学与生命科学交叉领域，结合各自的工作实
际，提出了许多可能合作的创新点，参加调
研的院领导、院基础局、生物局领导和与会
的各兄弟所领导、
科学家进行了充分地交流。
讨论交流后，院领导一行参观了国家纳
米科学中心检测实验室和纳米生物效应与安
全性研究室。
（供稿：综合事务部）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纪正昆主任一行来中心调研

纪正昆主任讲话

3 月 3 日，国家质检总局党组成员、国家
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纪正昆主任、方向副主任
一行来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调研，并出席纳米
技术标准化汇报会。会议由王琛主任主持，
中科院计划财务局杨为进处长致欢迎辞。
首先，纪正昆主任一行参观了“纳米检
测实验室”、
“纳米加工实验室”和“纳米生
物效应与安全性研究室”。随后，纪正昆主任
听取了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王琛主任作的全国
纳米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作汇报，听取
了我国纳米技术标准化工作现状、纳米国际
标准制定情况和纳米标准样品 / 物质研究的
情况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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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正昆主任对纳米标委会的工作给予了
充分肯定，他指出，国家加快培育和发展七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我国标准化工作的
一个重要战略性发展机遇期。
要以此为契机，
实现纳米标准化工作的创新与突破，从以下
几个方面做好工作，一是加强纳米标准化技
术队伍建设工作，在做好纳米标委会换届工
作的同时，做好分技术委员会和工作组的组
建工作；二是做好纳米标准体系研究，要把
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检测方法的国家标准
作为立项的重点；三是进一步增强实质性参
与国际标准化活动的能力，争取承担更多的
国际标准化组织纳米技术委员会工作，为纳
米技术国际标准化工作争取更大的话语权；
四是做好公益性科研项目工作，要通过公益
科研专项的实施，促进创新技术转化、提升
标准研制水平；五是积极推进纳米标准物质、
标准样品工作，争取转化成国家标准物质、
国家标准样品；六是要做到标准化、产业化
有机衔接，协同发展，促进相关标准体系的
完善，为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产业升
级服好务。
最后，纪正昆主任针对纳米标委会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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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特点做出了指示，并希望纳米标委会加强
与国家标准委各部门的联系，为共同促进纳
米技术标准化发展搭建广阔的平台。
陪同纪正昆主任一行调研的还有：国家
标准委综合业务管理部丁吉柱主任、国际合
作部郭辉主任、
工业标准一部杨泽世副主任、
肖寒处长，工业标准二部戴红副主任、孙维
处长。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纳米标准研究室、
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研究室和全国纳米技
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的有关人员参加
了会议。

纪正昆主任考察中心实验室

（供稿：科技管理部）

细胞器靶向的抗肿瘤研究取得新进展
金是绿色纳米技术中最具研究活力和发
展潜力的金属元素。金纳米棒制备简单、形
状和尺寸可控、生物相容性好，具有独特的
光学性质如表面增强拉曼散射效应和依赖于
长径比的表面等离激元共振效应等特性，在
纳米生物医学领域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前景，
如肿瘤治疗、药物与基因载体、近红外活体
成像、生物传感、CT 成像等。
在肿瘤治疗中，理想情况是药物能靶向
和富集于肿瘤部位并破坏肿瘤细胞，而对正
常细胞和具有再生能力的干细胞不造成影响。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陈春英研究组和吴晓春研
究组密切合作，在不同层次上深入地开展金
纳米棒与生物体相互作用的研究。最新的研
究工作发现特定表面修饰的金纳米棒能选择
性地有效杀死肿瘤细胞，通过选择性进入肿
瘤细胞的线粒体，
破坏线粒体的结构和功能，
引起肿瘤细胞死亡；而对正常细胞和成体干
细胞的结构和功能无明显影响，且成体干细
胞可有效排出金纳米棒。其原因在于不同类
型细胞中，溶酶体膜对金纳米棒表面分子的

耐受性的不同，这种差异决定了金纳米棒不
同的输运机制和细胞效应。因此，基于金纳
米棒在病理和生理条件下不同细胞敏感性和
生物效应的差异性，可实现人工设计细胞器
靶向的抗肿瘤纳米载体和药物，为肿瘤治疗
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上述研究结果对金纳
米棒生物医学领域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于2010年12月27日在线发表在国际期刊《纳
米快报》
（Nano Letters，http://pubs.acs.org/
doi/suppl/10.1021/nl103992v）。

图片说明：肿瘤细胞通过内吞方式摄入金纳米棒，
接着被转运到内吞体和溶酶体，进而改变了溶酶体
膜的通透性而被释放到胞浆，然后靶向运输到线粒
体，引起线粒体膜电位降低，最终导致肿瘤细胞的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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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成果是研究组系列研究工作的一部
分。近年来，研究组发展了研究金纳米棒在
生物体内分布的系统集成分析方法( A n a l
Bioanal Chem, 2010, 396: 1105-1114)；实现
通过改变长径比和表面设计调控其进入细胞
的能力和降低细胞毒性(Biomaterials 2010, 31:
7606-7619)；表面包被铂纳米晶的金纳米棒
具有很强的类酶活性，可应用于酶联免疫分
析(Biomaterials 2011, 32: 1139-1147)。此

外，还编制了金纳米棒表征的国家标准(GB/
T 24369.1-2009)，
研制了金纳米棒国家标准
样品 (GSB 02-2629-2010)。这些系列研究
成果为金纳米棒的肿瘤早期探测、分子影像
与靶向治疗等方面的潜在应用打下了良好基
础。
这项研究工作得到了中国科学院、科技
部 973 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资助。
（供稿：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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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会召开
由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持的国家重大科
学研究计划项目“纳米测量技术标准的基础
研究”（2011CB932800）启动会于 1 月 24 日
在北京举行，来自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北京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冶金工业信息标准研究
院、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所 6 个承担单位
的项目骨干 40 余人参加会议。
项目启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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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到
会专家还包括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工业二
部刘霜秋主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
究所许海燕研究员、和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马贵平主任。科技部基础司重大科学研究
计划处傅小锋处长、国家质检总局科技司龚
润军处长、项目依托单位中国科学院基础局
郭大军处长等莅临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
傅小峰处长首先对项目的启动表示热烈
的祝贺，他认为纳米标准是促进纳米产业健
康发展必不可少的工作，希望并相信项目主
持与承担单位在前期两个国家重大项目优秀
成果的基础上，能够进一步促进我国纳米标
准化工作，保持国际话语权，对产业发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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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起到引领作用。
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王
琛研究员围绕立项依据、拟解决的关键科学
问题、课题设置、研究目标与内容等方面的
情况进行了项目总体介绍，各课题负责人分
别针对本课题拟开展的工作进行了汇报。与
会学术骨干围绕研究内容和方案进行了热烈
的讨论。
与会专家对项目的意义给予充分肯定并
提出了殷切希望。龚润军处长指出测量在科
学研究和生产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
在发改委和国标委的十二五规划中，标准、
检测、认证认可是三个重要的发展方向，与
新材料、新能源相关的纳米技术标准的制定
具有重要的意义，希望早日实现项目目标。
柴之芳院士总结指出，标准化项目具有
很强的基础性、公益性和长期性，尤其对于
目前世界上日益关切的纳米技术安全性问题，
测量标准和测量的溯源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希望本项目在坚实的科学研究基础上, 制定
高水平的国际标准，切实推动我国纳米产业
的发展。
（供稿：科技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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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召开 2011 年度职工大会
1月28日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召开2011年
习了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白
度职工大会，学习传达2011年院工作会议精
春礼代表中科院党组、院务会议作的题为
神，听取审议王琛主任的年度工作报告，朱 《深入实施“创新 2020”，开创我院跨越发展
星副主任宣布2010年度特色科研工作奖评选
的新局面》的工作报告。
结果。会议由中心党委查连芳书记主持，120
会议听取审议了王琛主任代表中心领导
多名职工出席大会。
班子作的主任工作报告，报告全面介绍了中
本次纳米中心全体职工大会是根据《中
心2010年的总体情况和资产财务状态，回顾
国科学院研究所综合管理条例》
的有关规定， 了中心 2010 年的主要工作和重要科研进展，
经纳米中心职工大会常设主席团提议，中心
对比和分析了中心面临的形势和要求，提出
领导和党委批准同意召开的。大会首先听取
了 2011 年重要工作安排。
了查连芳书记传达的2011年院工作会议主要
最后由朱星副主任宣布了中心2010年度
精神，认真学习了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
特色科研工作奖评选结果，唐智勇、蒋兴宇、
记路甬祥作的题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引
孙连峰研究员获得特色科研奖，张忠研究员
领带动中国科技跨越发展》的重要讲话，学
获特色技术奖。
（供稿：综合事务部）

中心召开“2010 年度科研学术交流暨特色科研工作奖评选”会议
2011 年 1 月 13 日，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召
开了“2010 年度科研学术交流暨特色科研工
作奖评选”会议。查连芳书记、薛增泉教授
及王琛主任主持会议。中科院基础局刘鸣华
局长、中心海外主任王中林院士、朱星副主
任及中心全体科研人员、部分管理人员和学
生一百余人参加此次会议。
在认真听取科研人员报告之后，刘鸣华
局长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首先，国家
纳米科学中心科研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已
经具有很强的实力，在我国纳米科技发展当
中起到了积极作用；其次，中心已经建立起
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最后，他殷切希望中
心不断发展，培养更多的人才，对全国纳米

科技发展起到更好的支撑作用。
中心海外主任王中林院士也高度评价了
中心取得的成绩。他认为要深入开展原创性
工作,开展从科学到技术的一体化研究。
薛增泉教授认为中心的科研工作水平和
内容有显著进展，显示了中心科研队伍的战
斗力和奉献精神。他鼓励中心科研人员抓住
纳米科技的战略机遇，发扬团队精神，在宽
松的环境中做出原创性的工作，解决重大科
学问题，为我国纳米科技的发展做出更多的
贡献。
会后，科研人员对 2010 年度特色科研
奖及特色技术奖进行了推荐。
（供稿：科技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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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研究员荣获“中国科学院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2011年 1 月27日，在中国科学院 2011年
度工作会议闭幕式上隆重表彰先进集体和先
进工作者。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张忠研究员荣
获“中国科学院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此
次表彰活动包括 15 个中国科学院先进集体、
20 名中国科学院先进工作者。

此次评选表彰工作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和中国科学院共同组织，旨在表彰在创新
实践中作出突出成绩的科技团队和科研工作
者，进一步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投身科技创新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供稿：综合事务部）

国际交流
2011 年 3 月 16 日，德国 EVONIK Degussa 公司 Dr. Rudolf Weinand 来中心作报告：“Fine Particles with high
Surface Area - Definitions, Particle Formation & Workplace Safety”。
2011 年 3 月 9 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Dr Lei Liao 来中心作报告：“Top-gated graphene transistor
using nanostructures as dielectrics with potential application”。
2011 年 2 月 28 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Associate Professor Alexander Revzin 来中心作报告：
“Micropatterned Surfaces for Directing and Detecting Cellular Phenotype”。
2011 年 2 月 16 日，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Prof. Dr. Christofer Hierold 来中心作报告：“Single Walled
Carbon Nanotube Transistor Building Blocks for Sensors”。
2011 年 1 月 12 日，Professor Kris Kempa：
“Metamaterial-plasmonic solar cells”。
2011 年 1 月 6 日，加拿大特伦特大学(Trent University)的 Chris Metcalfe 教授：“The Fate and Effects of
Nanomaterials Released into the Aquatic Environment”。

学术活动
2 01 1 年 3 月 1 日，孙连峰研究员：“一维纳米结构的电子输运”。
20 11 年 2 月 22 日，陈春英研究员：“纳米技术－环境健康和安全”。
2011 年 1 月 20 日，中国石油大学生物工程与技术中心黄方教授：“Detecting heterogeneity of biological
systems with single-molecule fluorescence”的报告。
2011 年 1 月 26 日，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傅阳心教授：“The new strategies for cancer treatment”
。
2 01 1 年 1 月 1 8 日，邓珂副研究员：“微纳尺度体系计算模型方法及原理简介”。
2011 年 1 月 11 日，丁保全研究员：
“DN A 纳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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