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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微纳加工方法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褶皱是一种广泛存在的自然现象，从山川地貌到动植物的
皮肤无处不在。自发褶皱具有从微米到千米的周期，这种本征
周期是由产生褶皱的材料和构成体系所决定的，
通常情况下呈
现无序状态。褶皱很早就已被人类所认识，但研究工作一直集
中在负面效应方面，如褶皱的出现预示着工部件的疲劳和断
裂，人类皮肤皱纹的出现意味着衰老的开始等。近年来，人们
已经意识到褶皱在柔性电子学、表面光学元件、表面吸波或反
射结构、传热结构、薄膜力学测量等方面有着巨大的潜在用
途。然而，自发褶皱的无序性严重限制了其实际应用。1998 年
Bowden 等在Nature上报道了通过预制微结构的方式获得了具有
一定有序性的人造褶皱的研究结果。此后，很多方法被研究和
建议，但时至今日尚无一种方法能够制备出完美的人造褶皱。
换句话说，褶皱的可控、可设计、无缺陷、周期和振幅可调和
高深宽比是摆在褶皱应用面前的几个巨大的障碍，
一直未能逾
越。尽管如此，褶皱作为一种易于大面积实现、低成本的表面
微纳结构制备方法一直在吸引并激励着人们克服这些困难。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刘前研究组经多年研究探索，发展了一
种激光诱导路径制备褶皱的新方式，成功地克服了上述困难，
实现了可设计、无缺陷和高度有序的人造褶皱结构制备，同时
实现了选区褶皱高度和周期可调、1:3 的深宽比、可套刻等技
术目标，使之成为一种新的表面微纳结构加工方法。一些可实
用的褶皱器件、如费涅尔半波带透镜、表面光栅等也被展示。
他们还首次提出了褶皱单元的新概念，
建立了褶皱单元的叠加
模型，并给出了褶皱的解析解。美国德克萨斯奥斯丁分校的合
作者进一步从力学理论出发，进行了理论模拟，所获结果与实
验吻合很好。这一重要进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加工手段，
尤其适合表面波形结构的制备。这一成果已在Adv. Mater.上在
线发表(DIO：10.1002/adma.201200540 )。作者们感谢国家基金
委、科技部、和欧盟项目对本研究工作的大力支持。
激光路径诱导的
高度有序、无缺
陷、可设计的表
面褶皱结构

（供稿：纳米器件研究室）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关于难溶性药物纳米化
以增强其生物利用度的研究取得新进展
纳米药物与传统药物相比，具有更高的
生物利用度、更好的溶解性及缓控释性等，
因此可提高药效，降低不良反应，已成为国
内外医药界的研究热点，在预防和治疗人类
疾病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科研人员发展了一种
利用气相沉积法制备难溶性药物纳米结构的
新方法，成功制备了临床一期抗癌药物 - 槲
皮素的纳米结构，研究了它的理化性质。此
方法具有操作简单，成本低廉，不引入其他
化学成分、产物纯净等特点。此研究小组与
生物物理所梁伟研究员和丹麦 Aarhus 大学的
Flemming Besenbacher 教授合作，进一步发现
纳米化的槲皮素极大地提高了其水溶性和药
物溶出度，增强了其抗肿瘤效果。这些工作
提出了一种新颖的纳米药物制备方法，有效
地提高了药物的比表面积，为提高难溶性药
物的生物利用度提供了新思路，对促进纳米
药物用于重大疾病的治疗方面有重要意义。
这一研究成果发表于英国皇家化学会期刊
Nanoscale （2012，4,2078），被医药研究专业
网站 Global Medical Discovery 选中作为 Key
Scientific article.
G l ob a l M ed i c a l Di s c ov e r y ( h t t p : //
globalmedicaldiscovery.com/)是加拿大一家医药研
究专业网站。其团队成员来自全球顶尖的学
术机构和医药工业界，其目标是致力于给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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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提供关于医药开发的最新发现和突破方面
的资讯，给学术机构和医药工业界提供一个
交流创新思想的平台，介绍一流的科学家和
医药工业界精英。该机构每周会从20,000多
篇发表在 peer reviewed 杂志上的文章中挑选
出十几篇文章作为 Key Scientific articles。作
为有影响力的机构，其研究资讯被全球排名
前20的药物开发公司以及众多研究机构所关
注。因此被作为 Key Scientific articles 的研究
成果将在医药界获得更大的关注，这对于成
果转化和新药开发具有促进作用。
文章链接：“Enhancement of biological
activities of nanostructured hydrophobic drug
species.”Han QS, Yang R*, Li JY, Liang W,
Zhang Y, Dong MD, Besenbacher F, Wang C*.
Nanoscale. 2012,4,2078.
(http://globalmedicaldiscovery.com/key-scientificarticles/enhancement-of-biological-activities-ofnanostructured-hydrophobic-drug-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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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A 折纸术组装金纳米颗粒三维手性螺旋结构的新进展
如何能在纳米尺度上对材料结构进行精
该研究在长方形DNA折纸结构中特定位点
确的控制，形成具有特殊性能的聚集体，是
准确设计延长的DNA捕获链，通过DNA双链杂
当今科学界最具有挑战性的前沿课题之一。 交组装由互补 DNA 序列修饰的金纳米颗粒，
近年来发展起来的 DNA 折纸术是一种独特的
排列成平行的金纳米链，进一步通过折叠链
自下而上的自组装纳米技术，被用于制备多
将长方形 DNA 折纸结构的长边进行卷曲粘合
种尺寸、形貌的二维和三维纳米图案。DNA折
组装，DNA 模板形成管状结构的同时使得二
纸纳米结构由于结构可设计性和空间寻址能
维线状排布的金纳米颗粒构成三维螺旋结构。
力，在精确引导纳米粒子自组装形成具有预
原子力显微镜（A F M ）和透射电子显微镜
设性能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
（TEM）的结果分别证实了这种金属三维纳米
丁宝全课题组致力于研究 DNA 纳米模板
结构的成功组装（图 2），其长度、螺距、直
法自组装贵金属纳米颗粒、半导体和磁纳米
径等结构参数与预先设计值吻合。这种金纳
颗粒，期望获得具有特殊光、电、磁学性能
米颗粒螺旋组装体在其等离子体共振波长处
的纳米复合结构。他们利用 DNA 折纸结构作
具有显著的圆二色信号，说明了这种金纳米
为模板，精确控制多个金纳米粒子形成具有
粒子等离子体共振体的手性效应。
单一手性、几何构型可控的螺旋纳米链，并
检测到可见光区的圆二色信号。这项工作使
制备具有特定光学性能的三维等离子体共振
结构成为可能。该成果已发表在 2012 年 1 月
的 J. Am. Chem. Soc. 期刊上。两位审稿人
图 2 长方形 DNA 折纸结构和管状 DNA 折纸结构
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very elegant way to
的凝胶电泳和原子力显微镜表征图（左）；平行线
achieve 3D gold helical assemblies”,“well worthy
状金纳米颗粒组装体和螺旋状金纳米颗粒组装体的
of JACS”,“an interesting concept”。
透射电子显微镜表征图（右）。

图１ 利用长方形 DNA 折纸结构组装螺旋形金
纳米颗粒组装结构。

图 3 螺旋状金纳米颗粒组装体的圆二色光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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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研究实现了单一手性的三维金属纳米
颗粒结构的精确组装，
为制备金属纳米颗粒、
量子点、磁纳米颗粒等具有独特电学、光学
和磁学性质的纳米自组装结构提供了新的研
究思路。
上述工作得到了国家基础研究计划（973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科院“百人计

划”项目的支持。
文章来源：Rolling Up Gold NanoparticleDressed DNA Origami into Three-Dimensional Plasmonic
Chiral Nanostructures, J. Am. Chem. Soc., 2012,
134, 146-149。
（供稿：纳米材料研究室）

用于气体吸附 / 分离的有机微孔材料的研究取得系列进展
通过特定刚性结构的有机共轭单体制备
有机微孔材料是近些年多孔材料和高分子科
学领域研究的热点。这类材料具有高比表面
积、较轻的密度、相对较窄的孔径分布以及
稳定的物理化学性质，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
型的极具潜力的气体储存与分离材料。
中心韩宝航研究员课题组以具有特定构
型的有机化合物三咔唑基苯(TCB)为单体，通
过简单的氧化偶联聚合反应制备出了一种聚
咔唑微孔材料，其 BET 比表面积(SBET)达到
2220 m2g-1，孔径分布主要集中在 0.62 nm。
氢气吸附能力在 1.0 bar 和 77 K 的条件下达
到了 2.80 wt %，是目前在相同条件下多孔
材料中所报道的最高储氢值。同时，该材料
对二氧化碳的吸附容量在1.0 bar和273 K的
条件下达到了 21.2 wt %，能与多孔碳及金
属– 有机配位聚合物等类型的多孔材料相媲
美。另外，在 1.0 bar 和 273 K 的条件下，该
聚咔唑微孔材料对二氧化碳的吸附量大，而
对甲烷和氮气的吸附量很小，选择性质量比
分别为 90:1(CO2/CH4)和39:1(CO2/N2)，可用于
气体的选择性吸附或分离。上述这些性能使
得该材料可应用于氢气的储存、二氧化碳的
吸附以及天然气的纯化，有利于清洁能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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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使用，
并对大气环境改善具有潜在价值。
相关研究结果已在J. Am. Chem. Soc.网上在
线发表 (论文链接)。该研究工作由陈琦副研
究员、联合培养研究生罗敏等人合作完成。

该课题组在共轭有机多孔材料研究方面
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J. Mater. Chem.
2011, 21 (35), 13554 13560; Macromolecules,
2011, 44 (14), 5573 5577; Macromolec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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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44 (16), 6382-6388; Macromolecules,
2011, 44 (20), 7987 7993。其中利用氧
杂螺环化合物Spiro(fluorene-9,9'-xanthene)与
螺芴为建筑块，制备的有机微孔材料氢气吸
附达 2.22 wt %，该研究工作得到了美国化
学会周刊Noteworthy Chemistry (Nov. 14, 2011)

以“This Ladder polymer takes up large amounts
of hydrogen”为标题进行了相关介绍。
上述研究工作得到了科技部重大科学研
究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国科学院
的资助。
（供稿：纳米器件研究室）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与嘉兴市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12 年 5 月 23 日，应浙江省嘉兴市政府邀
请，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任王琛一行八人出
席“天下浙商嘉兴行暨大院名校科技成果对
接会”，与嘉兴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探
索创新成果转化运行体制机制及纳米科技等
战略性新产业发展模式，以推动我国纳米科
技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共嘉兴市委书记李卫宁、浙江省科学
技术厅副厅长王宏理、纳米中心主任王琛、
纳米中心主任顾问、北京国纳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查连芳等出席签约仪式，王琛主

任和嘉兴市鲁俊市长代表双方签署了“共建
长三角纳米科技产业发展研究院战略合作协
议”。
双方在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
将从六个方面开展合作，主要包括合作共建
研发中心与平台，开展中试与产业化转移研
究，打造纳米科技产业化研究与示范基地，
组建纳米技术实用性人才教育服务平台等，
充分发挥纳米中心科研与技术开发等方面的
优势，力争通过 10-15 年的共同努力，将长
三角纳米科技产业发展研究院建设成为集纳
米科技研究与开发、纳米检测与标准化、成
果转化与推广、产业规模化、科技与信息服
务和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纳米科技创新基地，
建成具有影响力的纳米科技产业示范基地，
形成良好的产业化生态系统，促进和支撑我
国纳米科学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化发展，提升
嘉兴地区乃至长三角区域的纳米科技实力和
产业竞争力。
（供稿：科技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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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智勇研究员荣获“中国科学院十大杰出青年”荣誉称号
在五四青年节前夕，中国科学院团委隆
重召开“薪火相传丰碑永驻·科技创新建功
立业——中科院团委庆祝建团90周年暨表彰
大会”，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唐智勇研究员荣获
“中国科学院十大杰出青年”荣誉称号。
“中国科学院十大杰出青年”的评选是
为了表彰、宣传杰出青年典型，进一步调动
广大青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力推进青年
人才队伍建设，获奖者在加快我国科技进步
和创新、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
型国家工作中发挥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唐智勇研究员研究领域主要集中于功能
纳米材料的可控制备、性能调控及其实际应
用。提出了利用单个无机纳米粒子内在的物
理化学性质，自组装构筑结构可控纳米粒子

集合体的理论。先后系统地构建了具有良好
电学、
光学活性和机械性能的零维纳米粒子、
一维纳米链和纳米线、二维纳米片、三维有
序纳米结构及多维度纳米粒子超结构组装体，
为无机纳 米粒子自
组装的研 究工作及
将来纳米 粒子器件
的实际应 用 提供了
依据与理论基础，同
时在环境 防护和能
源有效利 用等方面
取得了一 些很有科
学价值和 应用前景
的成果。
（供稿：综合事务部）

学术活动
5 月 8 日，吴晓春研究员：“纳米压印方法及其应用”。
5 月 1 5 日，丁保全研究员：“核酸纳米结构”

国际交流
5 月 7 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Dr. Xiongwen Lou 来中心作报告：“Synthesis of Nanostructured Metal Oxide
Material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Li-ion Batteries”。
5月14日，美国斯坦福大学Prof. Jianghong Rao 来中心作报告：
“Nanoprobes and nanosensors for in vivo molecular
imaging”。
5 月 17 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Prof. Louis Brus 来中心作报告：“Electron Correlation in Carbon Nanotubes and
Graphene”。
5 月 17 日，香港大学 Dr. Anderson Ho Cheung Shum 来中心作报告：“Multi-phase Microfluidics- Opportunities in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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