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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纳米结构的研究取得重

要进展

白春礼院长出席沙特国王大学纳米学院全球

顾问委员会会议

  4月 19日至 22日，中国科学院白春礼院长出席了沙特国

王大学阿普杜拉纳米学院全球顾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并致欢迎

词，他说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和沙特国王大学在科技合作方面不

断加强，中国科学院也十分重视与该校的合作，相信在双方的

共同努力下合作与交流会不断深入。

  沙特国王大学阿普杜拉纳米学院院长 Salman Abdulaziz

AlRokayan、诺贝尔奖获得者Theodore Haensch 教授及国际纳米科

技界的 10多位有影响的专家教授出席了本次会议，就阿普杜

拉纳米学院的发展、研究生培养及加强彼此的交流与合作进行

认真讨论。

  会谈期间，应外宾的要求，播放了中国科学院对外宣传

片，外方嘉宾盛赞中国科学院自建院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并表示希望能与中国科学院及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在纳米医学、

生物、材料等领域展开实质性合作，并强调会继续深化合作关

系。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任王琛，副主任查连芳，研究员张

忠、唐智勇、裘晓辉、葛广路等参加了会见，并与有关专家进

行了工作交流，与会专家还参观了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相关实验

室。

  沙特国王大学阿普杜拉纳米学院全球顾问委员会是由多位

世界知名科学家组成，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及多位诺贝尔奖

获得者都是该顾问委员会成员。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接见沙特国王大学阿普杜拉纳米学院院长

Salman Abdulaziz AlRokayan

                                 （供稿：科技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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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 5月 16日至 20日，在俄罗斯圣

彼得堡召开了第12届国际标准化组织纳米技

术委员会（ISO/TC229）全体会议。来自中国、

俄罗斯、英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等

二十多个国家以及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欧

盟标准化管理委员会（CEN）、新材料与标准

凡尔赛科研计划（VAMAS）等国际化组织共一

百余名代表参加了此次大会。受国家标准化

管理委员会委托，全国纳米技术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副主任朱星教授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

本届大会。

  本届会议中，中国成功当选为ISO/TC229

主席顾问团（CAG，Chairman Advisory Group）成

员，该顾问团决定 ISO/TC229的重大事宜，每

大洲只有两个国家代表，任期两年。这次当

选，是国际上对我国纳米技术标准工作不懈

努力与积极进取的肯定，这将进一步提高我

国在该领域的地位和国际话语权。

  由中心陈春英研究员主持的ISO TS 13278

“碳纳米管杂质含量 ICP-MS测定”国际标准

项目在会议上获得全票通过，正式进入出版

阶段，即将于2011年7月递交国际标准化组

我国参与纳米技术国际标准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织中央秘书处颁布实施。这项标准是我国在

ISO/TC229中主持的第一项标准，也是中心第

一项国际标准，其圆满完成为今后我国承担

制定更多的纳米技术国际标准打下了良好基

础。

  中心葛广路副研究员起草的“硫族化镉

半导体纳米粒子（量子点）的紫外-可见吸

收光谱表征”标准草案，已正式提交 ISO进行

新工作项目立项，吴晓春研究员起草的“金

纳米棒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表征”标准草

案，也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认可，建议在

实验室比对结果后提交新工作项目。这两个

工作项目已经列入了 ISO/TC229第二工作组

重点推进项目。

  在中国作为召集人的第四工作组中，由

我国承担制定的纳米材料规范的两个项目

（ISO TS 11931-1 纳米碳酸钙和ISO TS 11937-

1纳米二氧化钛）也进入了委员会投票阶段。

  ISO/TC229是重要的纳米技术国际标准化

交流平台，通过参加此次会议，加强了我国

与其他国家及组织在纳米技术国际标准化工

作的交流与合作。   （供稿：科技管理部）

分级纳米结构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在分级纳米结构的制备中，采用最多的

方法是在已有的一维纳米结构（例如纳米线）

表面继续沉积或者生长这些一维的结构，例

如，螺位错驱动的PdS纳米松树；而基于二维

纳米结构单元的分级纳米结构的研究尚不多

见。和一维纳米结构相比，二维纳米结构能

像剪纸那样被“雕镂”成各种形状，晶格匹

配引导的刻蚀-生长甚至可以在二维纳米结

构单元上制作有序的阵列。如果这些二维纳

米结构本身就能构成一些特殊的阵列或有序

结构，那被雕镂之后，这些阵列能转化为的

更复杂的分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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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刘前课题组以超平

BiOx薄膜作为前驱体制作分级纳米结构，它

具有纳米结构形貌均一，与平面加工工艺兼

容性好等优点。BiOx薄膜在 500 °C加热三

小时后转化为亚稳态的四方相β-Bi2O3薄

膜，它由几十微米大小的单晶晶畴构成。β-

Bi2O3晶畴在稀盐酸中生成由 BiOCl纳米片构

成的二维正交网格（2DONW）。透射电镜研究

结果表明，两组互相垂直的纳米片的法向分

别是β-Bi2O3的 c-轴和[110]方向。BiOCl也

是一种具有四方结构的材料，其片状纳米结

构在硫代乙酰胺和盐酸的混合溶液中加热至

60 °C能生成Bi2S3网格，它也是一种2DONW。

透射电镜观察显示该网格由两组互相垂直且

沿[001]方向（分别是 BiOCl的[100]和[010]方

向）生长的 Bi2S3纳米棒组成。这种 Bi2S3分

级结构是一种自相似的超结构——嵌套二维

正交网格（N2DONW）。

  把形核和生长进行分离，并人为地引导

晶核的排列，可以制作出具有可控周期的网

格结构和嵌套网格结构。这种结构用常规的

纳米加工技术是无法制作的，因此它可以看

成一种非光刻的纳米加工方法。N2DONW具有

很大的比表面积，因此在催化剂载体、电化

学储氢、忆阻器件以及晶体外延引导的纳米

加工等领域有潜在的应用前景。

  该工作以全文的形式在线发表在《美国

化学会志》(J. Am. Chem. Soc. 2011, DOI: /

10.1021/ja111000. URL: http://pubs.acs.org/

doi/abs/10.1021/ja111000m ) 上。

  这项工作是研究组系列研究工作的一部

分。近年来，研究组还发展BiOCl的分级结构

并研究了其光学特性，其结果被发表在

Nanotechnology（2009, 20, 75702）上并被 IOP

评为当年度华人作者十佳论文。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973项目和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的支持。

             （供稿：纳米器件研究室）图示说明：构成网格的结构单元本身就是网格

“从无到有”的纳米技术标准研究成果亮相“十一五”

国家重大科技成就展

  日前，“十一五”国家重大科技成就展在

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此次成就展以“自

主创新，重点跨越”为主题，围绕“依靠科

技、创新驱动，推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

一主线展开。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牵头的“纳

米技术标准研究”项目参加了“加强基础研

究与前沿技术研究，提升科技持续创新能力”

单元的展览。

  “十一五”期间，我国科学家通过国际和

国家标准的制定及国家标准物质/样品的研

制，构建了较为完备的我国纳米技术标准体

系，并与国际保持同步。目前由我国负责的

纳米技术国际标准 6项，已颁布国家标准 22

项，获得有证国家标准物质/样品 39项，填

补了多个纳米尺度和特性标准物质的空白，

所研制的聚苯乙烯和二氧化硅系列纳米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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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物质，定值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降低了

对国外标物的依存度。这些成果的取得使我

国在国际纳米技术标准中的地位和话语权大

大提高，对规范国内纳米市场健康发展、保

障我国纳米产业的国际竞争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供稿：纳米标准研究室）

何岩带队到中心宣布党委书记刘洪海同志任职

  6月22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副

秘书长、北京分院党组书记、京区党委书记

何岩、人教局局长李和风、京区党委常务副

书记马扬、中科院京区党委组织与统战部部

长李浩然一行到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宣布党委

书记任职通知。中心领导班子成员、党委委

员、纪委委员、中层以上干部及支部书记参

加了会议。会议由马扬主持。

  李和风首先宣读了中科院党组《关于刘

洪海同志任职的通知》，刘洪海同志任国家纳

米科学中心党委书记。同时介绍了刘洪海同

志的简历并对刘洪海同志下一步的工作提出

了希望和要求。

  何岩向中心原党委书记查连芳颁发了荣

誉证书，并代表院党组对查连芳同志长期以

来对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及院纳米科技事业发

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希望查连芳同

志继续关注中心发展，支持中心领导班子建

设。

  何岩对中心党委及领导班子工作提出了

几点希望和要求，他希望中心进一步加强党

委的政治核心和监督保障作用，按照研究所

的发展目标，围绕中心，服务中心；进一步

加强科技骨干的组织发展工作，加强对年轻

人的教育；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党政

班子要加强理解、信任、合作，一起为中心

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查连芳对中科院党组、北京分院党组、

京区党委在她任职期间给予工作上的指导和

支持表示感谢，对中心领导班子和全体党员、

群众对她工作的理解、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

她讲到中心在 7年多的艰辛创业中，领导班

子及中心全体成员实践着“发展是硬道理”，

在院党组的关心支持下，刘洪海书记、赵宇

亮副主任相继到任，中心领导班子增加力量，

坚信在中科院实施“创新2020”起始之年，中

心“一三五”战略部署的制定和实施，中心

的明天会更好。

  刘洪海在发言中讲到，来到国家纳米科

学中心感到很亲切，表示今后会配合中心主

任做好中心发展工作，按照院党组的要求开

展党的工作，服务大局，服务于科研工作，同

时会加强纳米科技知识的学习，虚心向科研

人员请教。

  中心副主任朱星回顾了查连芳同志任职

期间的主要工作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表示今

后会同刘洪海书记和班子全体成员共同努力

把中心工作做好。

何岩副秘书长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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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主任王琛对院党组、分院党组对中

心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对刘洪海同志的到

来表示欢迎，对能与查连芳同志共同参与中

心的建设，共同见证中心发展的新面貌感到

荣幸。他讲到，中心今后发展会面临更多艰

苦及繁重的工作，期待与新的领导班子成员

和查连芳同志一起共事，与中心全体人员共

同努力，不辜负院党组、分院党组对中心的

期望，向大家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供稿：综合事务部）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北京办公室主任访问中心

  6月22日上午，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北

京办公室主任艾米丽女士率代表团访问国家

纳米科学中心。中心主任王琛对艾米丽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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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议加强与美方的合作，逐步发展和扩大合

作规模，实现可持续的互利发展。美方对此

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并与我方进行了很好的

交流沟通，同时也表达了希望与纳米中心在

研究生教育方面展开合作的良好意愿。

                 （供稿：科技管理部）

古巴生物与遗传发育研究所所长访问中心

  3月28日上午， 古巴生物与遗传发育研

究所所长在古巴驻华使馆一等秘书的陪同下

访问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梁兴杰研究员接待

了到访的客人并其进行了学术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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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纳米科学

中心与古巴相关科研机构有着良好的合作关

系，目前在我中心进行深造的古巴青年科学

家有五名，他们也一同参加了会见，并汇报

了其科研及生活情况。到访的客人参观了梁

兴杰研究员的实验室，重点听取了相关的项

目介绍。           （供稿：科技管理部）

查连芳荣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中

国科学院在京隆重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周年暨创先争优活动表彰大会，对中科院

在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中，涌现出的52个

先进基层党组织、100名优秀共产党员和 50

名优秀党务工作者进行了表彰。中心查连芳

同志获得“中国科学院优秀党务工作者”荣

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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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党委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向获奖者学

习，结合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为实现中心“十二五”目标贡献力

量。               （供稿：人力资源部）

宫建茹获得中国科学院卢嘉锡青年人才奖

  最近中国科学院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公布

了2011年度中国科学院王宽诚人才奖人员获

奖名单。中心纳米器件研究室副研究员宫建

茹获得中国科学院卢嘉锡青年人才奖。

  “卢嘉锡青年人才奖”是在王宽诚教育基

金会资助下设立，旨在奖励具有良好潜质和

较强创新能力、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化工作中

取得突出成绩的青年科技人员。

                 （供稿：人力资源部）

宁波同学荣获美国血液学年会旅行奖

  中心2009级博士研究生宁波同学在2010

年12月4-7日美国奥兰多举行的美国血液学

年会上获得旅行奖。美国血液学年会

（American society of hematology annual meeting）

每年12月举行，是每年一度的全球最隆重的

血液学届的学术盛会。2010年年会在美国奥

兰多举行，约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超过2万

名血液学家参加此次盛会。

                 （供稿：人力资源部）

侯旭同学荣获第九届东方胶化杯全国胶体与界面化学一等奖

  第九届东方胶化杯全国胶体与界面化学

优秀成果奖颁奖大会于2011年3月30日在北

京举行。中心2006级硕博连读生侯旭同学荣

获一等奖，并代表全部获奖同学发表获奖感

言，其后在会上进行《仿生智能纳米通道的

设计与开发》科研成果汇报。

                 （供稿：人力资源部）

  经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审定，我中心纳米

生物效应与安全性研究室博士后慕轩（合作

导师：蒋兴宇）和杨卉（合作导师：聂广军）

慕轩、杨卉荣获中国科学院王宽诚博士后工作奖励基金

荣获 2011年度中国科学院王宽诚博士后工

作奖励基金。特向他们表示祝贺。

                （供稿：人力资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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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梁兴杰研究员入选 2010年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近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

了2010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单，中心

梁兴杰研究员荣获2010年享受国务院颁发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称号。

                 （供稿：人力资源部）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与国家科学图书馆联合举办专利检索知识讲座

  5月 11日上午，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与国

家科学图书馆联合举办了《专利文献检索知

识与技巧》培训讲座。讲座内容涉及专利的

重要性、专利文献的基本知识、国内外重要

的专利检索系统的特点等方面内容，重点介

绍了 soopat、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系统、

中国知识产权网专利平台、CNKI中国专利数

据库，以及德温特专利数据库、美国专利商

标局( U S P T O ) 专利数据库、欧洲专利局

esp@necet网站、PCT专利数据库、以及日本

专利局(JPO)工业产权数字图书馆的专利检索

及使用情况，并针对日本专利号独特的表达

方式进行了现场检索演示。本次培训吸引了

约30余位包括研究员在内的科研人员和研究

生同学参加。

                （供稿：人力资源部）

中心召开加强科研经费管理研讨会

  6月1日，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组织召开了

加强科研经费管理研讨会，传达学习了近来

上级有关加强科研经费管理的文件，并特邀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生命科学部薛岚处长讲

解有关基金申请和管理的问题，中心部分研

究室主任、课题负责人、研究员和青年代表

约4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中心纪委联合科

技管理部和财务部门共同组织，中心领导对

此有专门批示，是落实中心主任办公会议

“关于加强科研经费管理”的举措之一。

                        （供稿：纪委）

感激.成长.未来 -中心举行 2011届研究生毕业典礼
  6月23日，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为2011届

毕业研究生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仪式。中

科院研究生院副院长马石庄教授、培养办主

任张晋连教授、学生处牛晓莉处长、就业指

导中心刘斌主任应邀出席典礼，中心主任王

琛研究员、查连芳研究员为毕业生进行毕业

授予，中心研究生部主任范伟民老师主持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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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式。

  马石庄作精彩讲话，他赞扬了中心开放

创新的研究生文化，并祝福毕业生前程似锦、

一路平安。他提醒即将踏上社会的毕业生们，

一要坚持科学与人文精神的融合；二要坚持

实践与理论的结合，希望大家用自己所学的

知识去解决社会发展问题，不要在繁杂的社

会环境中迷失自己的方向；三要学会尊重他

人，有团队精神，适应环境。2008届毕业生

马晓晶博士（目前任长春应化所副研究员）

也特意赶来为师弟师妹们送上祝福，并叮嘱

师弟师妹们踏入社会后依然要脚踏实地工作、

健康愉快地生活。本届毕业典礼中有将近半

数毕业生的家长从外地专程赶到北京分享毕

业生难忘的时刻，他们开心的笑脸是本届毕

业典礼最为温馨的画面。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2011届毕业生共有

23名，包括18名博士和5名硕士研究生。该

届毕业研究生在论文工作上取得了优秀的成

绩，18名博士人均论文篇数为 2.5，人均论

文影响因子为 11.9。目前，23名毕业生中

90%已确定了就业去向，其中70%选择在国

内就业，包括：航天三院、中石化研究院、中

钢集团、联想公司、宝洁公司、德国布鲁克

公司等企业单位以及赣南师范学院等高校，

有 3名毕业生在高校拿到副教授职位。30%

的毕业生选择到国外继续深造，包括剑桥大

学、美国波士顿学院和加州伯克利分校等。

                  （供稿：人力资源部）

6月27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Dr Qiang Liu 来中心作报告：“Brain Lipoprotein receptor LRP in lipid metabolism,

energy balance and Ageing”。

6月21日，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大学Prof. Dieter Fenske 来中心作报告：“New nanosized Clusters of the elements

Cu, Ag and Au”。

6月 13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Prof. Sun 来中心作报告：“Chemistry of Biocidal Halamine Polyolefin

Nanofibers”。

6月 13日，香港中文大学 Qian Miao assistant professor 来中心作报告：“有机薄膜晶体管的分子工程和界面

工程”。

6月 7日，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 Prof. Michael J. Serpe 来中心作报告：“Color tunable etalons from poly(N-

isopropylacrylamide)-co-acrylic acid microgel/Au assemblies”。

6月 3日，美国伊利诺大学 Professor Steve Granick 来中心作报告：“Janus Colloids”。

6月3日，日本岐阜大学Prof. T Yoshida 来中心作报告： “Low cost, light weight and colorful plastic solar cells

by electrochemical self-assembly of nanostructured ZnO/dye hybrid thin films”。

5月 30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Prof. Ai-Qun Liu 来中心作报告：“Optofluidics/Micro-opto-fluidic Systems

(MOFS)”. Attachment is the abstract and CV of Prof. Liu

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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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中国国际纳米科学技术会议即将在北京召开

  纳米科技是近年来新兴的学科领域，其

广阔的产业化前景，已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

重视。中国是最早开展纳米科学技术研究的

国家之一，并取得了一些具有世界影响的优

秀成果。为推动我国纳米科技研究的发展，

集中展示我国纳米科技研究水平和研究队伍，

由国家纳米科技指导协调委员会主办、国家

纳米科学中心承办的2011年中国国际纳米科

学技术会议将于 2011年 9月 7日至 9日在北

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院士为大会

主席。

6 月 14 日，葛广路副研究员：“量子点纳米晶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应用”。

6 月 14 日，贺涛副研究员：“纳米科技在光伏电池中的应用”。

6月7日，聂广军研究员：“Protein-guided functional nanostructures synthesis and their biological applications ”。

6 月 2 日，清华大学金晓峰教授：“改变世界的物理学”。

5 月 31 日，智林杰研究员：“富碳分子与能源材料”。

5 月 31 日，解放军总医院风湿科张江林副教授：“类风湿关节炎的诊治进展”。

5 月 24 日，江鹏研究员：“自组装与贵金属控制”。

5月 17日，赵宇亮研究员：“Biomedical Effects of Nanomaterials & Nanosafety”。

5月3日，蒋兴宇研究员：“Supramolecular Assembly Based on Gold Nanoparticles as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Agent

”。

5 月 3 日，何军研究员：“分子束外延生长低维半导体材料及其应用”。

4月26日，唐志勇研究员：“Superstructures of Nanoparticles in Devices: Challenges, Methods and Perspectives ”。

4 月 12 日，魏志祥研究员：“有机光电功能材料”。

4月 6日，裘晓辉研究员：“ Electrical characterization at the nanoscale using scanning probe microscopy ”。

3 月 29 日，刘前研究员：“近场光学与纳米存储”。

3月 22 日，吴晓春研究员：“纳米压印方法及其应用 ”。

学术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