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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跻身 ISI 化学领域新星行列
近日，汤森路透的“科学观察”栏目发布了 ISI 新秀排行榜
（ISI Rising Star）
，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跻身化学领域的新星行列。
该信息每两个月发布一次，对总被引次数增长最快的科研机
构、科学家、国家和期刊进行选拔和披露。本次荣获新星称号
的科研机构如下：
表1
2012 年 1 月 ISI 各领域的新星机构

（供稿：发展研究中心）

对称破缺金属纳米微盘中的
表面等离激元法诺共振现象

近日，
纳米标准与检测重点实验室近场光学朱星课题组与
美国Rice大学合作，首次在对称破缺的银纳米圆盘结构中观测
到可见光波段的法诺共振现象，
并以理论分析证实了这种表面
等离激元的共振模式。
这项题为Removing a Wedge from a Metallic
Nanodisk Reveals a Fano Resonance的研究成果以快报(Letter)形式
《纳米快报》
上 [Z.Y. Fang, N. Halas, P. Nordlander,
三维结构上多种细胞的可控 在线发表在
分布取得进展（详见第 7 版） Xing Zhu等, Nano Letters, 2011, DOI:10.1021/nl202804y, http:/
/pubs.acs.org/doi/abs/10.1021/nl202804y]。
审稿人认为这是在
一种简单而巧妙的银纳米结构中观测到法诺共振(Fano resonance)，
并且得到理论验证，是一项非常出色的研究结果。
表面等离激元共振（SPP）现象是指在金属与介电材料界
纳米材料免疫系统安全性机 面产生的电子集体共振现象。近年来有关 SPP 在纳米光学中应
制研究取得进展（详见第6版） 用，如纳米波导、聚焦、粒子捕获等成为研究热点。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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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已经在纳米结构中观察到法诺共振现象，
但是这些 SPP 结构都过于复杂，制备难度大。
朱星课题组设计了一种平面纳米结构，在单
一的金属纳米薄盘中以“切蛋糕”的方式演
示了法诺共振现象的存在。他们使用电子束
光刻(EBL)方法，成功地在直径为160纳米、厚
度为 30 纳米的银纳米盘上，切出 30°～120
°不等的切角，并且精密测量到消光光谱中
波长为 450 纳米的法诺共振峰。在这种结构
中，法诺共振峰来自于纳米盘本身的SPP和切
角边缘的四级共振之间耦合杂化现象。运用
半经典的解析方法，他们的模拟计算结果证
实了由于表面等离激元的偶极模式与四极模
式的耦合杂化，产生相应的法诺共振峰及不
对称的峰形。
图1. 等离激元
耦合杂化过程模
型：一个缺口的纳
米圆盘等价于完整
圆盘与孔洞结构的
叠加，基矢与入射
光偏振方向垂直。

金属纳米结构中的法诺共振在光传感器、
光开关、表面等离激元激射的方面具有重要
的应用前景。在大多数情况下，具备法诺共
振的表面等离激元纳米结构非常复杂，并且
需要多重加工步骤。而此项研究成果显示了
在简单纳米结构中也可以观测到法诺共振现
象，因此为法诺共振的实际应用提供了一种
全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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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纳米盘的偶极模式与孔洞结构模式的杂
化过程。右图为等离激元的能级图，分别显示“亮
模式”与“暗模式”。

朱星课题组近年来从事近场光学技术对
表面等离激元的表征系列工作。这项工作是
方哲宇博士等在朱星教授的指导下，于2011
年在《纳米快报》上发表的第三篇论文；前
两篇有关对称破缺的纳米围栏中SPP聚焦、银
纳米线与纳米天线的 SPP 耦合的论文分别发
表在 Nano Letters 11, 893 (2011)-Plasmonic
Focusing in Symmetry Broken Nanocorrals ,和Nano
Letters 11, 1676 (2011)- Plasmonic Coupling of
Bow Tie Antennas with Ag Nanowire上。
这项研究工作是由北京大学、国家纳米
科学中心和美国 Rice 大学共同完成，得到了
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北京大学人工微结构和介观物理国
家重点实验室的资助。
法诺共振: 在某个物理系统中，当一个
分立态能级与连续态能带相重叠时, 会出现
量子干涉, 在确定的光学频率出现零吸收现
象,使光谱呈非对称线型，这一效应称为法
诺共振（U. Fano, Phys. Rev. , 1961, 124:
1866）。
（供稿：纳米标准与检测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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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蛋白吸附低碳纳米管的细胞毒性
美国科学院院刊 (PNAS, doi:10.1073/
计安全的纳米材料，具有重要意义。
pnas.1105270108, 2011) 在 10 月 3 日在线发
通过表面化学修饰降低纳米颗粒细胞毒
表了赵宇亮、陈春英、周如鸿等人在纳米安
性是该实验室承担的
“科技部重大研究计划”
全性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血液蛋白吸附降
纳米研究项目的重点研究内容，最近有一系
低碳纳米管的细胞毒性”。该成果同时被PNAS
列相关研究结果在 Angew. Chem. 2011，JACS
选为该刊的研究亮点作重点介绍。
2011， PNAS 2010 等学术刊物发表。由于其
他们在研究碳纳米管与血液相互作用过
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2011年应邀为美国化
程与其毒理学效应机制时发现，当碳纳米管
学会 Account of Chemical Research 撰写系列综
进入含有人血液蛋白的溶液中，人血液中的
述，分别阐述纳米材料的毒理学效应、细胞
主要蛋白（如纤维蛋白原,免疫球蛋白、白蛋
转运途径、代谢动力学行为、与毒理学特性
白、转铁蛋白）会在碳纳米管的表面进行竞
的表面化学调控机制。
争性吸附，形成不同外形的所谓“王冠”形
“中国科学院纳米安全性重点实验室”
明
状的蛋白-碳管复合物（图，左起第一二列）。 年将承办“第六届纳米毒理学国际学术大会
利用圆二色以及生化分析结果表明，尽管碳 （2012 年 9 月 4-7 日，Nanotox 2012，北京）”。
管表面吸附的血液蛋白的二级结构有轻微改
Nature Nanotechnology （Nature“纳米技术”）将
变，但是蛋白的生化功能并没有发生明显变
在这次大会上设立专门的 Session，该刊负责
化。IBM华生实验室的周如鸿研究员使用世界
人将亲自与会主持讨论纳米安全性问题。纳
上最快的超级电脑之一，IBM 蓝色基因，用分
米材料的安全性，不仅是纳米尺度下物质的
子动力学理论模拟分析了蛋白分子与碳管表
独特生物化学行为这样的前沿基础科学问题，
面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碳纳米管的 p 电子
同时也被学术界和欧美工业界认为是纳米技
与蛋白分子的芳香族氨基酸 之间的相互作用
术大规模应用的瓶颈之一。Nature刊物对这个
力的大小决定了蛋白分子在碳管表面的竞争
问题如此重视，从另一个角度显示出这个问
性吸附速率（图，左起第三四五列）。在进一
题对纳米技术的整体发展和实际应用的重要
步的细胞毒性实验研究中，他们发现“血液
性。
蛋白 - 碳管复合物”降低了纳米碳管对不同
图 1，（左起第 1,2 列）
人血液中的主要蛋白
种类细胞的细胞毒性（图，左起第六列）。这
在碳纳米管表面的吸
表明碳纳米管在进入体内以后，其表面容易
附模式，（左起第 3 , 4
吸附血液蛋白，
这可以大大降低其细胞毒性， 列）表面相互作用的
提高其生物安全性。
分子动力学理论模拟，
碳纳米管的应用十分广泛，其生物安全 （左起第 5 列）以及细
胞毒性的变化（Ge C.C. et al, PNAS, doi:10.1073/
性是目前研究较多但也是学术界争论较多的
pnas.1105270108, 2011）。
问题之一。本研究结果被认为对理解碳纳米
管以及其他纳米颗粒的体内细胞毒性以及设
（供稿：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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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光下三氧化二铁晶面调控的染料降解
研究催化剂的结构与性能的关系一直是
多相催化的核心内容。催化剂的形貌决定其
暴露的晶面，从而影响其催化性能。因此调
控催化剂的形貌对于新型催化剂的研发和现
有催化剂的改良使其具有理想的活性﹑ 选择
性和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有效利用太阳光对水中有机污
染物的降解是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催化的研究
热点。氧化铁作为一种储量丰富和环境友好
型的氧化物，
在很多重要领域具有应用前景。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刘刚研究组研究了三氧化
二铁一维纳米棒、二维纳米片、和三维纳米
方块在可见光下（≥ 420 nm）对罗丹明 B 染
料的降解，结果表明晶面的活性顺序遵循
{110}>{012}》{001}。这主要是因为{012}和
{110}晶面具备“山脊-山谷”的特殊结构，晶
面配位不饱和的铁原子密度分别是 7.3 和
10.1 atoms.nm-2。而{001}晶面以铁或氧原子
暴露的形式共存，表面配位不饱和的铁原子
相对较少。这一项工作不仅对在纳米尺度构
建特殊形貌的光催化剂以实现对类 Fenton 氧
化反应性能的调控有指导意义，而且对于基
于氧化铁的水分解制氢和太阳能电池的研究

(a) 不同形貌的三氧化二铁的透射电子显微镜照片

(b) 可见光催化降解染料浓度变化曲线图

有参考价值。相关研究结果已于 A n g e w .
Chem. Int. Ed.（DOI：10.1002 / anie.
201105028）在线发表。；
上述研究工作得到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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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表征研究室）

淀粉样蛋白结构解析研究取得新进展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科研人员利用扫描隧
道显微技术（STM）对 2 型糖尿病相关的淀粉
样蛋白——胰淀素的组装和聚集结构进行研
究，确定了淀粉样蛋白组装和聚集的核心片
段及折叠位点，并讨论了突变引起的聚集趋
势的变化与核心片段之间的关联。对理解淀
粉样蛋白的核心片段与其致病性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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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意义。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已在线
发表了这一淀粉样蛋白结构解析的新进展
(PNAS, doi/10.1073/pnas.1102971108, 2011)。
理解淀粉样蛋白的折叠结构和聚集行为
是检测和治疗淀粉样病变的关键所在。但是
由于淀粉样蛋白不易结晶，而且溶解性差，
使得结构解析非常困难。近几年来，国家纳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米科学中心科研人员发展了一种利用小分子
调节剂有效调控淀粉样蛋白聚集的新方法，
探索在分子水平上开展对淀粉样多肽的结构
的解析研究，进一步发现通过调控其组装结
构和聚集过程可以有效地降低淀粉样多肽的
细胞毒性。参与此研究的骨干成员毛晓波、
王晨轩等还利用扫描隧道显微方法研究了淀
粉样多肽与标记分子的结合模式。这些工作
提出了一种新颖的淀粉样多肽结构解析方法，
而且从分子水平上揭示了多肽与分子调节剂
相互作用的机理，为与淀粉样蛋白聚集有关

人胰淀素组装结构的 STM 图像（左）、核心片段长度
统计图（中）及组装结构示意图（右）

的疾病预防、
药物设计和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供稿：纳米表征研究室）

单壁碳管薄膜应力传感器研究取得新进展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孙连峰研究员小组的
刘政在攻读博士期间发现，基于单壁碳纳米
管薄膜两端的开路电压，可以构建成功高性
能的应力传感器。他们利用极性液滴在悬空
碳纳米管薄膜和液滴之间产生毛细管桥，对
碳纳米管薄膜施加一定应力。随着液滴的挥
发和毛细管桥的收缩，施加在碳纳米管薄膜
上的应力逐渐增加并于液滴即将蒸发完毕时
到最大值。与此同时，碳纳米管薄膜两端会
产生开路电压。与美国 Ri c e 大学的 P . M .
Ajayan 和 Lou Jun 教授合作，他们建立了模型
并进行相关计算，发现开路电压的大小与薄
膜应力，以及毛线管桥中心的移动速度和方
向关系密切。这种基于电压的碳纳米管应力
传感器的灵敏系数高达 ~ 200，比基于电阻

的应力传感器要高１到２个数量级。
该项工作对碳纳米管薄膜高性能应力传
感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具有重要意
义。结果发表于《纳米快报》
（Nano Lett.11,
5117(2011)）,上述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项目的支持。
图片说
明：左图为碳
纳米管薄膜
和基底之间
形成的毛细
管桥随时间
的变化趋势。右图为碳纳米管薄膜两端开路电压与
所受应力之间的关系。插图为碳纳米管薄膜应力与
电阻的关系。

（供稿：纳米器件研究室）

基于功能化纳米颗粒的疾病诊断方法取得重要进展
疾病诊断是疾病预防、病情监测及疾病
治疗的关键所在，发展快速、便捷的检测分
析方法将为重大疾病的早期诊断提供可能。

近日，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蒋兴宇研究组构建
了系列基于金纳米颗粒的可视化检测方法，
为 HIV 和阿尔茨海默病等重大疾病的诊断提
第 5 页 共 12 页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供了新方法。
我们基于“Click 化学”和纳米材料的表
面修饰构建了仅用肉眼就可以读出的免疫分
析新策略。原理是 Cu(I)作为催化剂使金纳米
粒子表面的炔基和叠氮基发生 click 反应，在
溶液中通过金纳米粒子聚集使溶液的颜色由
红色变为紫色。该研究工作将氧化铜纳米颗
粒修饰到二抗上，进行抗原抗体反应，再通
过稀酸释放铜离子，催化 Click 反应，导致金

酯酶（AChE）水平的方法，用于阿尔茨海默
病的辅助诊断、病情监测和药效评价。该方
法的检测灵敏度较高，最低的检测浓度能达
到 0.1 mU/mL，该值是目前已知的通过金纳
米颗粒所能检测到的最低浓度。我们比较了
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转基因小鼠与其对照组
的脑脊液中 AChE 的水平。通过药物治疗，患
病转基因小鼠脑脊液中 AChE 水平得以恢复，
结果与文献报道符合，表明该方法具备检测
人脑脊液中 AChE 水平的能力（如图 2）。和目
前常用的检测技术相比，该方法简单、快速，
不需要任何大型仪器，成本低，有助于阿尔
茨海默病的早期辅助诊断和疾病监测。该研
究工作已经发表在Advanced Healthcare Materials
（2012, 1, 90）上并被德国威立出版社旗下
的Materials Views 作为亮点工作报道。

图 1 基于金纳米颗粒的抗体检测

纳米颗粒聚集，通过金纳米颗粒聚集后所发
生的溶液颜色变化，实现对目标蛋白的检测
（如图 1）。我们将该方法应用于含有 HIV 抗体
的血清样品分析中，成功实现了肉眼可观察
的对阴性和阳性样品的辨别。该研究成果已
经发表在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2011, 50, 3442)上，并被自然出版集团旗
下的 SciBX 作为亮点工作进行报道。
同时，我们将金纳米颗粒的肉眼检测与
其高效荧光淬灭特性相结合，发展了高灵敏
度检测转基因模式小鼠脑脊液中的乙酰胆碱

图 2 金纳米颗粒用于检测转基因小鼠脑脊液中乙酰
胆碱酯酶

（供稿：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研究室）

纳米材料免疫系统安全性机制研究取得进展
呼吸暴露纳米颗粒后，生物效应由呼吸
系统局部如何向全身其它组织进行信号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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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呼吸暴露的纳米颗粒产生的全身性系统生
物效应中一直未能阐明的关键问题。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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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聂广军和赵宇亮研究组证 （题目：Trojan horse causes nanoparticle allergy
实，生物体膜泡结构 -exosome，是介导纳米
特洛伊木马引起纳米材料过敏）进行了报道
材料引起机体的免疫活化和易感人群呼吸系 （http://www.materialsviews.com/trojan-horse统疾病发生的重要信号转运体。
causes-nanoparticle-allergy/）
。
该研究工作得到
该实验室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纳米材料与
了中国科学院、科技部 973 项目和国家自然
生物体相互作用的生物学机制。通过建立卵
科学基金委的资助。
清蛋白致敏的易感小鼠模型（即呼吸道过敏
性疾病模型），
在进行磁性氧化铁纳米材料多
次呼吸暴露后，朱墨桃博士等首次发现了磁
性氧化铁纳米材料可触发肺泡内产生大量膜
泡（Exosome）
（图 1）。经此种膜泡（Exosome）
介导，纳米材料可以引起机体全身 T 细胞活
图 1. 呼吸暴露的磁性氧化铁纳米材料促使小鼠肺
化。进一步，他们证明了 exosome在敏感机体
泡内产生大量的 exosome。肺泡内产生大量的 exosome，
（即原有呼吸道过敏性疾病的机体）
内和正常
并可和下游细胞继续作用，级联性诱发 exosome 生成
机体内介导的免疫活化的作用方式和效能具
（左图）；提取和纯化后的 exosome 形态，典型杯状结
有差异性。对于致敏机体，exosome 具有更强
构（右图）
的引起 Th1 型细胞极化（即迟发型超敏反应）
图 2. Small 封面论文：生物膜
的能力，这成为导致纳米材料对易感人群呼
泡（exosome）成为介导纳米生
吸系统疾病发病和长期慢性炎症加剧的重要
物效应在细胞间信号转导的
重要载体 (http://onlinelibrary.
因素。这不仅阐明了纳米材料介导的机体免
wiley.com/doi/10.1002/smll.
疫活化的可能分子机制，并且强调了监测和
201290018/abstract)
控制纳米尺度颗粒物的暴露对职业人群和易
感人群健康的重要性。该研究工作被选为封
面论文（图2）发表在Small 上，并被德国Wiley
出版社旗下的 Materials Views 作为亮点工作
（供稿：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研究室）

三维结构上多种细胞的可控分布
近日，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蒋兴宇研究员
课题组将平面上的细胞图案化技术和应力引
发自卷曲技术结合成功实现了多种细胞在三
维管状结构上的层状分布。以聚二甲基硅氧
烷（PDMS）薄膜为例，采用双层膜结构，通
过拉伸产生内应力使得这种双层膜可以从平

面自发卷曲成多层管状结构。在平面的情
况下，通过带有三条平行管道的 PDMS 芯片
将三种细胞（血管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和
成纤维细胞）依次输送到自卷曲膜的规定
位置，释放自卷曲膜后，材料带着细胞自发
卷曲成多层管结构，即最内层是血管内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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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中层为平滑肌细胞，外层为成纤维细
胞。同时，在自卷曲膜的表面通过光刻和软
刻蚀技术可以制备微结构，根据接触诱导的
原理使得平滑肌细胞取向生长，在管结构中
实现平滑肌细胞的环形和纵形分布。在材料
的选择上，不仅仅局限于 PDMS 薄膜，像其他
可降解高分子的静电纺丝薄膜同样可以制备
成管状结构，并能实现细胞在管结构中的层
状分布。
这个方法可以用来制备其他具有复杂结
构的管状结构。先在二维平面上实现微纳米
结构，再通过卷曲将这些结构变成三维。因
为二维平面上进行图案化实现微纳米结构比
在三维结构上直接图案化容易得多，所以这
种方法用于构建带有微纳米结构的三维管状
结构是不错的选择。
该研究的前期成果已经于2012年2月14
日发表在 Advanced Materials 第 24 卷第 7 期上

图 1 实现三维结构上多种细胞
的可控 分布 的过 程示 意图及
结果图

图 2 作为 A d v a n c e d
Materials 的当期封面
文章发表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
adma.201290031/abstract），并作为当期杂志
的封面文章, 还被Materials Views收录。同时，
纳米科学与技术的专业网站 nanowerk 对这项
研究成果做了专题报道（h t t p : / / w w w .
nanowerk.com/spotlight/spotid=24275.php ）。
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和
中科院项目基金的支持。
（供稿：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研究室）

介孔二氧化硅包被的金纳米棒: 一种新型光控多功能癌症诊疗载体
在纳米材料应用于癌症诊疗的研究中，
金纳米材料因其可调控的光学响应和较好的
生物相容性获得了广泛关注。国家纳米科学
中心陈春英和吴晓春两个课题组近几年密切
合作，致力于开展金纳米棒生物效应与安全
性方面的研究，并推动其在生物医学领域中
的应用。
金纳米棒在近红外区可调控的表面等离
子共振吸收赋予了其一系列优异的光学响应，
展示了金纳米棒在生物成像及肿瘤热疗方面
的巨大应用前景。但金纳米棒自身表面积较
小，不利于药物的携带。目前化疗和放疗是
肿瘤治疗的主要方式。
针对金纳米棒的不足，
他们设计了金纳米棒核 / 介孔二氧化硅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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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化纳米结构(mesoporous silica-coated gold
nanorods, Au@SiO2)，利用后者的高比表面积
成功实现了化疗药物的高效载带。更为重要
的是，在肿瘤细胞实验中实现了光控释药，
向个性化治疗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该研究成
果已发表在《先进材料》(Advanced Materials)，
并被选为 2012 年第 24 卷第 11 期的封面文章
(http://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
adma.v24.11/issuetoc，图 1)。
该研究利用介孔二氧化硅的包被解决了
金纳米棒不易携载药物的难题，是首例关于
Au@SiO2 用作药物载体的报道。Au@SiO2 在细
胞内的定位可以通过双光子成像技术而方便
地实现。在包载了典型的抗癌药物 - 阿霉素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图 1作为 Advanced Materials 2012

图2

(A)

年第 24 卷第 11 期杂志封面文章发

Au@SiO2 多功能癌

表。一束激光通过Au@SiO2 纳米载体

症诊疗载体示意

可实现成像、化疗和热疗等三种功

图，激光照射细

能。

胞中的 Au@SiO2 载

之后，通过激光照射，
Au@SiO2 实现了两种癌症治
疗模式：低功率激光诱导阿
霉素释放而产生的化疗模式，高功率激光通
过光热转化效应而直接实现的化疗和热疗双
重模式。而且，这两种治疗模式可以通过改变
激光的功率而进行精确的远程调控。也就是
说，新型Au@SiO2 载体不仅保留了介孔二氧化
硅纳米粒子和金纳米棒各自的独特性能，而
且还创生出了激光控制药物释放这个新功能。
（图 2）
由于介孔二氧化硅纳米粒子和金纳米棒
各自都具有独特的性质和功能，兼具两种成
分的 Au@SiO2 载体在癌症的诊断和治疗中有
着很大的应用潜力。
这种集多种功能于一身，
并且各项功能可以协调增效作用的复合型纳

体实现了成像，
化疗和热疗等三
项功能。(B) 金纳
米棒与 (C) Au@SiO2的透射电子显微镜照片。
(D) 激光控制的
药物释放。(E，F) Au@SiO2 — DOX 在细胞内的定位。

米载体，是纳米药物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对其性质和生物医学应用的研究将获得兼具
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的发现。发展这种多功
能集成的纳米载体，也会为未来的按需给药
和个性化药物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先进材料》杂志审稿人认为：
“将介孔
二氧化硅纳米结构载药特性和金纳米棒独特
的光热响应的有效结合，为发展新一代的多
模式的治疗技术提供了新契机”。
该研究得到了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和中国科学院的支持。
（供稿：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研究室）

系列纳米台阶高度标准物质研究获得重要进展
在国家重大研究计划课题支持下，国家
纳米科学中心开展的纳米台阶标准研制工作
已取得重要进展。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发文（国质检量[2011]168号和[2011]339
号）批准，中心已获得 5 个系列纳米台阶高
度国家一级标准物质证书及计量器具许可证。
该系列标准由纳米中心刘前、王奇、郭延军、
李晓军等与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经过 5 年的 （SPM）、原子力显微镜（AFM）、台阶仪、轮廓
通力合作完成，是国家首次批准的物理量纳
仪等，提供了从纳米到微米尺度的校准用标
准物质，并能为这些设备所在实验室的检测
米标准物质。该标准物质采用了计量型原子
结果比对及溯源提供依据，对满足国内半导
力显微镜进行绝对法定值，定值结果直接溯
源至激光波长国家基准，
定值数据准确可靠， 体、微电子行业应用需求，及推动我国微纳
米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不确定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国家空
（供稿：纳米标准研究室）
白，为我国探针型设备，如扫描探针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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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高效检测炭疽杆菌纳米技术研究”项目通过专家鉴定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和北京检验检疫局联
合承担的国家质检总局科技计划项目 " 高效
检测炭疽杆菌纳米技术研究 " 于日前通过国
家质检总局专家组的鉴定。

在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梁兴杰研究员和北
京检验检疫局车志军副局长的主持下，我中
心邓华博士和其他项目组成员成功建立了基
于纳米金颗粒，利用纳米材料独特性检测白
色粉末（炭疽杆菌）的特异、高效检测技术
方法，填补了我国重大危害病原菌纳米检测

领域的空白。在此研究基础上，项目组成功
研制了特异性高、反应时间短、方便实用的
炭疽纳米技术检测试剂盒，有效解决了炭疽
杆菌检测环境要求高、检测时限长的问题，
为在国门第一道屏障线的国境口岸快速、准
确地开展反生化恐怖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技术
保障，对加强口岸生化恐怖反恐工作、提高
快速应对生化恐怖事件能力、保护人民生命
健康、生产生活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
义。
专家鉴定委员会由来自上海检验检疫局、
深圳检验检疫局、海南检验检疫局、军事医
学科学院、中国检科院等单位的 7 名专家组
成，他们对此工作均给予了高度评价。专家
认为：该项目研究技术新颖，具有创新性，研
究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一致同意项目通
过鉴定，并建议在国境口岸大力推广应用。
（供稿：纳米器件研究室）

中德共建“纳米结构碳能源材料国际联合实验室”
日前，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和德国马普胶
体与界面研究所的中德国际联合实验室合作
签字仪式在中心正式举行。中国科学院国际
合作局欧洲合作处房强副处长、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中德科学中心陈乐生常务副主任等
出席了签字仪式。王琛主任和马普所 Markus
Antonietti 教授分别介绍了中心和马普胶体界
面研究所的相关研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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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纳米科学中心—马普胶体与界面研
究所中德纳米结构碳能源材料国际联合实验
室(NCNST-MPCI International Joint Laboratory on
Carbon Nanostructure for Energy Materials)将致力
于研究具有各种碳纳米结构的能源材料。该
联合实验室以德国马普胶体与界面研究所的

Markus Antonietti教授、Maria-Magdalena Titirici
博士、Jiayin Yuan博士和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共
同合作进行纳米能源碳材料的相关研究工作。
签字仪式后，Markus Antonietti 教授和中
方研究人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
（供稿：纳米器件研究室）

第二届全国纳米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在京召开
2012 年 1 月 16 日上午，第二届全国纳米
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纳米标
委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标委”）工业二部孙
维处长，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国家纳米科学
中心副主任朱星教授，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副
主任赵宇亮研究员出席了此次会议。第二届
纳米标委会委员或委员代表及秘书处成员近
四十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孙维处长宣读了国标委“关于第二届全
国纳米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换届及组成方
案的复函”，为各位委员颁发了聘书。纳米标
委会委员葛广路副研究员介绍了国际纳米标
准最新进展和参加 ISO/TC229 与IEC/TC113 会
议的相关情况。纳米标委会秘书处分别汇报
了第一届纳米标委会工作总结和第二届纳米
标委会工作计划。纳米标委会下属的分委会

和各工作组汇报了 2 0 1 1 年度工作进展及
2012 年度工作计划。
此次会议的召开，为科研单位与企业之
间的通力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为“十二
五”期间纳米技术标准布局奠定了基础，这
将对我国纳米技术标准化领域的发展起到积
极的推动作用。

第二届全国纳米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合影

（供稿：科技管理部）

Flemming Basenbacher 教授获2011年度中科院国际科技合作奖
近日，由中科院国际合作奖组织评选的2011年度国
际科技合作奖揭晓，我中心推荐的丹麦奥胡斯大学
Flemming Basenbacher教授以其学术上的卓越贡献和在中丹
纳米科技合作杰出的成绩脱颖而出并以最高票数荣获
2011 年度国际科技合作奖，他的当选不仅是本人的荣
誉，也是中心的荣誉。
（供稿：科技管理部）
第 11 页 共 12 页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中心研究生刘颖昳 同学荣获 2011 国际光流控会议（Optofluidics
2011）优秀论文奖
第一届国际光流控会议在 2011 年 12 月
11-13 号在中国西安召开, 来自于光流控领
域的百余名国内外专家和学生参加了此次大
会。大会组织者设立了5 名优秀论文奖（Best
paper award）。由参会的专家评审根据内容的

创新性进行投票评选。中心蒋兴宇课题组刘
颖昳 同学参会的论文
“Electrospun Fibers as The
Mold for Replica Molding with PDMS”获得会议
优秀论文奖，
并且得到与会专家的一致肯定。
（供稿：研究生部）

学术活动
3 月 23 日，华中科技大学程一兵教授：“Building blocks: a new strategy for high efficiency dye-sensitized solar cells”。
3 月 2 0 日，魏志祥研究员：“有机光电功能材料”。
3 月 1 5 日，烟台大学黄金重点实验室祁彩霞教授：“黄金新兴技术的现在和将来”。
3 月 1 3 日，杨延莲研究员：“扫描探针显微技术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应用”。
3 月 6 日，朴玲钰副研究员：“纳米材料的表征与测试技术 ”。
2 月 28 日，王其祥副研究员：“微纳加工技术导论( 二) ”。
2 月 21 日，王其祥副研究员：“微纳加工技术导论( 一) ”。
1 月 10 日，胡志远研究员：“蛋白质组学理论、策略与应用 ”。

国际交流
3 月 22 日，德国马普胶体与界面研究所学会 Dr. Jiayin Yuan 来中心作报告：“Poly(ionic liquid) as versatile
polyelectrolytes”
。
2 月 27 日，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 Prof. Peter Nick 来中心作报告：“Novel strategies and materials for the
engineering of plant Cells”
。
2 月 20 日，韩国高级科技学院 Insung Choi：
“Artificial Spores: Cytocompatible Encapsulation of Individual LivingCells”。
2 月 16 日，iThera Medical 公司 CEO Christian Wiest 来中心作报告：“MOST 多光谱光声层析成像技术讲座”
。
1月10日，澳大利亚西澳大学Jeffrey Keelan教授来中心作报告：
“Drug Delivery in Pregnancy using Nanocarriers”
。
1 月 4 日，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于晓波博士来中心作报告：“N AP P A 蛋白芯片用于生物标志物的发现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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