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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粒子自组装研究的最新成果
在《Nature Nanotechnology》发表

无机纳米粒子的可控自组装是实现其在宏观尺度实际应用
的最有效途径。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纳米材料研究室唐智勇研究
组近两年围绕无机纳米粒子组装的可控制备和功能调控开展了
系列研究工作。在前期研究工作（J. Am. Chem. Soc. 2010,
132, 2886-2888; J. Am. Chem. Soc. 2010, 132, 6006-6013;
J. Am. Chem. Soc., 2010, 132, 8202-8206; Angew. Chem.
Int. Ed. 2011, 50, 1593-1596; Angew. Chem. Int. Ed. 2011,
50, 5860-5864; Nano Lett. 2011, 11, 3174-3183; J. Am.
Chem. Soc. DOI: 10.1021/ja205712a, ASAP; Angew. Chem. Int.
Ed. anie.201103762, Accepted）的基础上，和 Michigan 大学的
Kotov 及 Glotzer 教授组合作，成功实现了多分散（20-30%）无
机纳米粒子在溶液中的可控自组装。实验和理论模拟发现，纳
米粒子能利用自身的库仑排斥与范德华吸引力的平衡，
通过自
限制组装过程，自发形成具有独特的内松外紧类“核 - 壳”结
构且具有高单分散性（7-9%）的超级纳米粒子。这一自限制
组装策略适用于多种半导体材料（如硒化镉、硫化镉、硒化锌
和硫化铅等）在溶液中的可控组装，且可用于构筑各向同性或
各向异性的金 / 半导体核 / 壳结构。此外，该研究结果对于理
解单分散性的病毒等生物体系和聚合物等有机大分子超结构的
形成具有指导意义。相关研究结果发表于 Nature Nanotechnology
2011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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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 - 硫化镉复合物可见光下高效分解水产氢
由于化石燃料本身的不可持续性，以及

性能可极大的减小硫化镉半导体表面上光生

燃烧化石燃料释放的大量 CO2 产生的温室效

电子和空穴的复合率，延长光生载流子的寿

应、环境污染等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将可再

命，从而提高产氢速率。该研究揭示了石墨

生的太阳能转化为清洁的化学能成为可持续

烯基复合物在解决能源环境问题方面具有重

发展的新能源获取途径之一，因此，光催化

要的应用价值。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2011

分解水制氢的研究成为各国科学家关注的热

年的 JACS (2011, 133 (28), pp 10878

点。

10884)上。
（文章链接：http://www.nanoctr.

石墨烯特殊的导电性能使其在光催化领

cn/gongjianru）

域中有潜在的应用价值。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宫建茹研究组制备了石墨烯 - 硫化镉复合
物，在可见光（≥ 420 nm）照射下进行了光
催化分解水产氢的实验。结果表明，当石墨
烯的含量为 1.0 wt%时，产氢速率高达1.12
mmol·h-1，相应量子效率为22.5%（420 nm），
相对于相同条件下制备得到的纯硫化镉颗粒
提高了将近 5 倍。通过一系列性能测试，发
现石墨烯的加入可增大硫化镉的比表面积，
增加光催化反应的活性位，且将反应扩展到
了石墨烯表面；更重要的是，石墨烯的导电

(a) 可见光催化分解水产氢反应示意图；(b) 不
同配比的石墨烯 - 硫化镉复合物在可见光照射下的
产氢速率。

上述研究工作得到中国科学院、国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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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纳米材料生物效应的系统研究方法取得新进展
近日，中心陈春英研究组与唐智勇研究

效应问题，是纳米科技领域的重要前沿科学

组合作，以秀丽线虫为模型研究纳米材料生

问题。由于纳米材料本身具有独特的理化性

物效应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研究结果发表在

质，传统毒理学评价方法已不能满足纳米材

美国化学会的Nano Letters 杂志上
（2011, 11:

料生物效应研究的需求，实验中体内、体外

3174-3183）。

结果不一致的矛盾日益凸显，这就要求发展

纳米材料与生命体系相互作用及其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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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简单、准确的毒理学评价模型体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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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材料在复杂生物体系内可能发生的多种

子点经摄食进入并积累在秀丽线虫消化系统，

理化性质改变更为其后续毒理学研究带来了

进入消化道内皮细胞定位于溶酶体，长期蓄

巨大的挑战，这就要求在方法学上有所突破

积会导致量子点从消化系统向生殖系统迁移，

创新。

并导致生殖障碍和子代发育毒性。

秀丽线虫（Caenorhabditis elegans）是生物

基于同步辐射先进光源发展起来的多种

学经典的模式生物，然而用于纳米材料的生

元素高灵敏分析技术近年来已开始应用于纳

物效应研究还鲜有报道。本研究工作基于秀

米材料的表征、化学结构分析等领域，然而

丽线虫模型，从纳米材料毒理学评价方法学

用于生物体系内原位的研究尚无报道。本工

的建立、应用和机理揭示等方面进行了具有

作创新性地将多种同步辐射技术如 X 射线原

开创意义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秀丽线虫

位微区元素成像与化学结构分析技术应用于

的优势在于其既可以从生物个体水平进行研

量子点材料在体内代谢与降解过程的研究，

究，其体内的每个细胞又可单独研究，便于

揭示了量子点在线虫消化系统微环境内降解、

从整体、器官、组织、细胞多层次对纳米材

氧化和代谢的过程，并指出了利用纳米材料

料的体内行为进行研究。本工作选择了目前

光学特性进行分布研究的不可靠性，提出了

最具有应用前景的量子点（Quantum dots）作

集成光学成像、原位元素成像与结构分析、

为代表性纳米材料，
研究了其在体内的分布、

细胞生物学、毒理学等多种方法来研究纳米

代谢、转化和长期毒理效应。研究发现：量

材料在生物体系内分布代谢等重要问题的系

图片说明：量子点在秀丽线虫消化道内的降解
过程。通过比较量子点荧光的光学图像（o p t i c a l
Fl uo rescence）和量子点组成元素的 X 射线荧光图像
（μ -X RF）发现：位于消化道末端的量子点组成元
素 Se 大量积累，而光学荧光淬灭，通过对不同部位
的化学价态进行分析（X 射线吸收谱，μ -XANES），
发现：量子点伴随消化过程，结构不断破坏，内核
元素发生氧化，导致荧光淬灭，同时释放有毒离子，
导致毒性。

图片说明：量子点从消化系统向生殖系统迁移
积累并导致生殖障碍和子代毒性。短期暴露量子点
从消化道向生殖系统迁移但不进入卵内；长期暴露
后量子点大量积累于生殖系统并产生坏卵、死卵。
模式图显示了量子点材料从消化系统向生殖系统迁
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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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研究方法。该研究方法对于建立以秀丽线

料在生物体内的命运和生物应用，总结了目

虫为模式生物评价纳米材料生物效应的研究

前在生物医学领域具有应用前景的新型纳米

平台具有重要意义，并有望在后续研究中推

材料与纳米结构在生物体内吸收、分布与代

广应用于多种重要纳米材料的研究，在不同

谢过程以及纳米特性与体内毒性相关性的研

层次阐明纳米材料与生物体系相互作用的机

究进展和发展趋势。（Small10.1002/smll.

制。

201101059）。该系列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人

本工作是陈春英研究组关于纳米材料的

们进一步加深对不同纳米材料与生物体系相

生物效应与安全性系列研究工作的一部分。

互作用的机制与共性规律的理解，同时对合

例如不同纳米材料特性如不同粒径和表面电

理设计和安全使用纳米材料也具有参考价值。
上述工作得到了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

荷可影响细胞有丝分裂和细胞周期
(Biomaterials, 2011,32: 8291-8303)；羧酸化

基金委和中国科学院的资助。
（供稿：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研究室、

富勒烯纳米材料可定位于溶酶体，通过稳定
溶酶体膜抑制细胞凋亡新机制(Biomaterials,

纳米材料研究室）

2011,32:4030-4041)；应邀撰写金属纳米材

新版国家标准编写培训班在中心举办
为适应标准化工作的发展，配合国家标
准的宣贯，使更多的科技人员掌握标准编写
的新规范、新要求，2011 年 7 月 14 日，全国
纳米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协同中国质量协
会科学技术分会在中心举办了新版国家标准
编写培训班，邀请国家标准技术审查部主任
姚晓静为培训班授课。来自17家单位从事纳
米技术标准化工作的科技人员近40人参加了

分：采用国际标准》等二项国家标准的有关

培训。

通知精神举办的。在培训班上，姚晓静主任

此次培训是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就“标准基础知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关于贯彻实施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

“采用国际标准”和“标准的制定程序及相关

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和 GB/

文件的编写”等四方面知识进行授课，特别

T 20000.2-2009《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 2 部

是详细讲解了GB/T 1.1-2009和GB/T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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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9的主要技术内容，对该两项标准新旧

事标准化工作的科技人员是一次重要的技能

版本的技术内容差异进行了重点说明。
同时，

培训。通过此次培训，学员们及时、准确地

姚晓静主任还重点讲解了标准编制过程中易

了解和掌握了新版国家标准的相关规定和编

出现的错误和解决方法，并就如何提高标准

写要求，这对于进一步提升纳米技术标准的

编写质量提出了要求。

编写质量和水平，培养纳米技术标准化工作

本次培训活动对从事纳米技术标准化工

专业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供稿：科技管理部）

作的科技人员是一次知识的更新，对于新从

陈春英获得“中国标准化杰出人物——创新人物”奖
2011 年 9 月 21 日，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主办的“第八届中国标准化论坛”在昆
明召开，国家纳米科学中心陈春英研究员荣
获“中国标准化杰出人物——创新人物”奖。
陈春英研究员积极参与纳米技术标准化
工作。2007 年 12 月，在 ISO/TC229 大会上提
出的碳纳米管纯度鉴定国际标准草案获立项。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通过上百封邮件和参加
ISO/TC229历次会议，与世界主要国家的技术
专家以及标准专家进行充分的交流和沟通，
不断完善草案文本，在 2011 年 5 月最终提出

该标准是我国主持编写完成的第一个ISO

了国际标准投票文件( F D T S ) ，获得了 I S O /

和IEC国际纳米技术标准，填补了这个领域内

TC229 以及 IEC/TC113 各成员国的全票通过，

相关国际标准的空白，为我国碳纳米管的制

并于 2011 年 8月作为碳纳米管纯度鉴定的国

备、质量控制和应用提供相应的技术保障，

际标准由ISO与IEC两个国际组织正式颁布。标

为保证我国在碳纳米管可控连续化批量技术

准号及标准名称为：I S O / I E C T S 1 3 2 7 8

方面同步于发达国家做出贡献，提升了我国

Nanotechnologies — Determination of elemental

碳纳米管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经

impurities in samples of carbon nanotubes using

济和社会效益。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

(供稿：科技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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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参加中科院运动会取得突破
9 月 24 日中科院第五届暨京区第十三届
职工田径运动会在丰台体育馆顺利召开，来
自全院的 70 多支代表队参加了此次运动会。
比赛从上午九点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五点，
赛场上运动员们奋勇拼搏，看台上啦啦队呐
喊欢呼，整个丰台体育馆沉浸在紧张、热烈
的氛围中。纳米中心代表团共计 70 人到场，
参加了 7 个项目的激烈角逐，团体项目和个
人项目均取得突破。
职工田径运动会作为中科院职工展现体
育风采的一个窗口，每四年举办一次，堪称
“院内奥运会”，因此得到了各研究所的高度
重视。入场式上各单位不断创新展示形式，
力图最完美呈现自身特点，他们有的手捧鲜
花、有的挥舞彩旗、我中心代表队放飞的五
彩气球也吸引了不少目光。
此次运动会，中心也实现了突破，共计

获得了 1 座奖杯、3 块奖牌，另有 3 个项目也
首次进入前 8 名。
此外，经全体运动员和观众的努力，中
心还获得了“优秀组织奖”和“体育道德风
尚奖”。
此次运动会不仅唤起了大家的运动热
情，促进中心内部的沟通与交流，增强了中
心的凝聚力，更展现了纳米中心年轻奋进、
团结拼搏的良好精神风貌。
（供稿：人力资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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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合唱团荣获中科院研究生院“优秀社团”称号
中心合唱团凭着 5 年的建团经历，数场
精彩的合唱演出和优秀的社团文化而获得了
中科院研究生院“优秀社团”的荣誉称号，并
得到了 2 万元的资助奖金。
中心合唱团于 2006 年 11 月份由一群热
爱合唱音乐的学生和职工组成。日常训练团
员基本在 20名左右。本团之设立旨在提倡合
唱艺术，提供合唱训练与团队合作的乐趣与
机会，并通过训练水平的提高为中心人员提
供高雅的合唱节目，从而推动中心科学与艺
术的和谐共进，丰富个人与大众的文化精神
生活。自成立以来，演唱过不同时期中外著

名的合唱作品，如《半个月亮爬上来》、
《友
谊地久天长》、
《茉莉花》》、
《望春风》、
《阿
拉木罕》等经典曲目，并根据改版自编了
《年轻朋友来相会》、
《纳米中心欢迎你》等
具有中心文化特点的曲目。合唱团除了常
规训练外，并承担了中心开学典礼、毕业典
礼和春节晚会的演出及交流演出，参加各
种演出活动10余次，并得到了大家的好评。
这 5 年来,合唱团的演出成了中心研究生各
种典礼仪式不可缺少的部分,为研究生文化
生活增加了丰富的内涵,是研究生文化一个
象征。
（供稿：研究生部）

学术活动
9月16日，梁兴杰研究员：
“Nanoparticles as Targeted Drug Delivery Vehicles for Molecular Imaging and Chemotherapy
Applications”。
9 月 14 日，厦门大学张杰教授：
“The Neuronal Cell Cycle regulation in Alzheimer's dis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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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
9 月28日，德国马普学会Prof. Dr. Gerald Brezesinski 来中心作报告：
“Interactions at Model Interfaces Studied by
X-ray and Infrared Reflection-Absorption Spectroscopy Techniques”。
9 月 21 日，美国德克萨斯农机大学 Prof. Dr. Hongcai ZHOU 来中心作报告：“Metal-Organic Frameworks and
Metal-Organic Polyhedra: Preparation and Application”。
9 月 20 日，英国伦敦大学 Professor Jawwad A. Darr 来中心作报告：“Continuous Hydrothermal Flow Synthesis of
Energy Nanomaterials”
。
9月13日，美国亮牌国际公司Dr. Sergio Kapusta from 来中心作报告：
“Nanotechnology for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
9 月 10 日，美国华盛顿大学 Prof. Xiaohu Gao from Department 来中心作报告：“Multifunctional nanoparticles for
molecular imaging and therapy”
。
9 月 6 日，韩国首尔国立大学 Professor Taeghwan Hyeon 来中心作报告：“Designed Synthesis and Assembly of
Uniform-sized Iron oxide Nanoparticles for Multifunctional Medical Applications”。
9 月 6 日，圣地牙哥加州大学 Professor Nathan Gianneschi 来中心作报告：
“Biochemically Programming Nanomaterials
in the Development of Novel, Morphology Switchable Imaging Probes”。
9 月 5 日，NT-MDT 公司研发部总监 Seigei Magonov 博士 来中心作报告：“Local Surface Potential and Dielectric
Permittivity Measurements with AFM-Based Electrostatic Techniques”。
9 月 4 日，法国高等理工大学 Prof. Francesco Stellacci 来中心作报告：
“ From Nano- to Bio-Interfaces, Lessons
Lea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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