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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全国纳米材料与结构、

检测与表征研讨会”在呼和浩

特召开（详见第二版）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第二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日前在纳米中

心召开，会议听取了中心工作报告，理事和专家讨论了国家纳

米科学中心工作。会议由白春礼理事长主持，教育部副部长杜

占元、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师昌绪院士及姚建年、朱道本、龚

克、王恩哥、彭以祺、高中琪、王琛等理事，学术委员会强伯

勤、朱静、杨国桢、范守善院士和部分理事代表雷朝滋、黄敏、

马宏建、王力军、傅小锋、明媚、李岳峰等出席。

  白春礼理事长对纳米中心提出了4点意见，一是要深入学

习领会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充分认识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对科技的新要求，切实增强加快改革发展的责任感紧迫感，进

一步明确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的定位和战略任务，从纳米中心的

工作实际出发，研究贯彻落实大会精神和院党组部署的具体工

作方案，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二是在规

划布局上，要紧密围绕建设“国家纳米科技研究基地和支撑技

术体系”这个定位，发挥国家科研机构的骨干引领作用。要牢

牢把握服务创新驱动发展这一主线，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

心，瞄准可能发生革命性变革的重要基础和前沿方向，抓住关

系国家全局与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理事会在京召开

白春礼主持会议并做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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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重大创新突破，以突显国家纳米科学中

心的核心竞争力和不可替代性。三是要以协

同创新为重点，大力加强联合合作，促进科

技与经济社会、科技与区域发展、科技与教

育的紧密结合。以纳米中心为依托，联合北

大清华，积极主动与社会创新要素结合，深

入推进与地方科技合作，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继续办好中国国际纳米科技大会，促进中外

的科技合作。四是要发挥支撑技术平台作用，

把协作实验室建设得更好，相关的工作要做

好统计，下次理事会上报告。

  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讲话时充分肯定纳

米中心近年来的工作，在共建共管科教结合

新模式的推动下，在项目合作、设备共享、研

“第三届全国纳米材料与结构、检测与表征研讨会”在呼和浩特召开

  由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纳米科学技术

分会主办，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和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联合承办，内蒙古科协和

内蒙古物理学会联合协办的“第三届全国纳

米材料与结构、检测与表征研讨会”于2012

年 8月 19－ 22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办。

  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湖

南、湖北、江苏、山西、陕西、辽宁、吉林、

黑龙江等 15个省、市、自治区的科研院所、

高校及企业共45个单位200多位代表参加了

本次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内蒙古师范大学副校长、

纳米科技分会理事云国宏教授主持，内蒙古

大学校长陈国庆教授及内蒙古师范大学校长

究生培养等多方面都很好地借鉴和融合了高

校好的经验和做法，形成了具有纳米中心自

身特色。他指出纳米中心要贯彻全国科技创

新大会精神，积极面向国家需求，增强科技

服务能力，要推进多元协同，不断完善创新

机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师昌绪院士指出，

纳米中心要办成国家的纳米中心，要做国家

层面的工作，要当好国家纳米科技协调指导

委员会的参谋助手，发挥在国家层面的协调、

组织、参谋作用，把握方向、起草规划、承

担责任，真正推动全国的纳米技术发展。与

会理事和中心学术委员会专家对纳米中心的

工作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供稿：综合事务部）

出席开幕式参会代表合影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第 3页 共 6页

杨一江教授分别致欢迎词。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任王琛研究员到会

讲话。王琛介绍了纳米科技分会的成立背景、

发展及现状，并强调纳米科学技术分会的成

立旨在为全国纳米科技界专家、学者及企业

提供一个开放的交流平台。他表示，国家纳

米科学中心作为分会的发起和依托单位，将

担负起应有的责任和义务，欢迎全国纳米科

技界的同仁与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进行交流与

合作，同时也诚邀社会各相关单位及同仁加

盟纳米科学技术分会，共同推动我国纳米科

技的发展。

  内蒙古教育厅副厅长倪培霖、内蒙古科

技厅副厅长兼知识产权局副局长额尔敦、纳

米科技分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查连芳研究员

出席开幕式。

  清华大学物理系薛其坤院士、中科院沈

阳分院包信和院士、中科院物理所高鸿钧院

士、北京大学刘忠范院士及其他 6位专家到

会作了大会特邀报告。另有54位专家、学者

到会了作了口头报告。

  在此次会议上，纳米科技分会还召开了

新型 Te化物纳米材料的宽带光谱光学探测器研究新进展

第一届第三次理事会会议，理事长解思深院

士首先介绍了分会近三年多的工作情况，随

后与会理事就企业入会和专业委员会今后布

局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到会理事提出很

好的建议，并原则通过了解思深关于企业入

会和相关专业委员会布局的建议。

  在研讨会闭幕式上，解思深院士作了大

会总结性发言。他提到，本次研讨会参会单

位之多，地区分布之广，涉及领域之宽，充

分体现了我国纳米科技事业蒸蒸日上的新局

面以及纳米科技的综合性和交叉性，大会特

邀报告真实地反映了我国纳米科技研究的最

高水平；口头报告也显示了科技新生代的支

柱作用。他指出我国纳米科技发展中存在的

不足是重大发现和重大应用都不在中国，希

望纳米科技工作者对自己的研究领域有一个

清晰的认识，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结合

国家战略需求，认真思考、掌握好自己的定

位和方向，争取国家相关方面的支持，保持

研究激情和创新精神，踏踏实实地做一些原

创性工作。

                （供稿：纳米科技分会）

  近期Te化物材料由于其独特的物理化学

性质被广泛的研究，并应用在拓扑绝缘体，

热电材料，量子器件及光电传感器等研究领

域。In
2
Te

3
作为一种重要Te化物也已受到大量

科学工作者的关注，尤其 In
2
Te

3
二维薄膜材料

已经在存储器件，热电器件及气体传感器件

方面得到了初步的结果，然而，关于 In
2
Te

3
纳

米线的研究尚处空白。

  何军课题组通过 CVD方法首次合成了高

质量的单晶 In
2
Te

3
纳米线，并基于这种新型纳

米线发展了一种从 350 nm 到 1090 nm 即紫

外-可见-近红外宽带光谱光探测器。该探

测器具有快速响应、线性输入-输出和宽谱

响应等特征。In
2
Te

3
纳米线优良的光电特性使

之有望成为下一代全谱高性能光探测器及光

传感器。此外，通过溶剂热法合成了一维

In
2
Te

3
纳米结构，并且首次系统地研究了溶剂

比例，反应时间及不同表面活性剂等各种反

应条件对纳米结构成核生长机制及最终生长

形貌的影响。与CVD合成的纳米线结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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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结构所具有粗糙的表面使之有可能在气体

传感，能量存储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相关

的研究工作发表在《Nano Letters》及《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上。

  上述工作得到了国家基础研究计划（973

项目），中科院“百人计划”项目的支持。

  ht tp://pubs. r s c.o rg/en/Cont en t/

ArticleLanding/2012/JM/C2JM33760F

高吸光性富勒烯材料设计的新思路 -开孔策略

  随着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加

剧，高效、低成本的利用太阳能发电已经受

到世界各国的重视。有机太阳能电池因其造

价低廉、质量轻便、可制备柔性大面积器件

等优点而倍受关注，是未来最具潜力的实用

科技之一。有机太阳能电池的光活性材料由

共轭高分子给体和富勒烯受体组成，一直以

来太阳光的吸收主要依靠给体来完成，富勒

烯由于其自身较差的吸光性在光电流的贡献

方面只能充当配角，因此，开发高吸光性的

富勒烯材料将有可能使有机太阳能电池的效

率取得进一步突破。最近，国家纳米科学中

心丁黎明研究小组在这一方面取得进展。

  富勒烯的弱吸光性主要源于C
60
分子的高

度对称性，导致低能态的电子跃迁是偶极禁

阻的，通过环加成反应等传统化学修饰方法

并不能改变富勒烯的球形分子结构，因此在

提高富勒烯本身的吸光性方面收效甚微。于

是，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大刀阔斧的设计思

路—“开孔策略”，如图所示：首先利用一系

列反应将富勒烯的骨架打开，然后将一个外

部的发色团分子“植入”富勒烯的共轭体系，

得到的新分子一方面由于球形结构被打破导

致对称性降低，使低能态的电子跃迁得以实

现，另一方面由于发色团的引入使富勒烯共

轭体系得到进一步扩张，因此富勒烯的吸光

性得到大幅提高。

  研究人员利用上述思路合成了一种植入

噻吩齐聚物的富勒烯OC
60
-5T,通过比较OC

60
-

5T与 C
60
、C

70
的吸收光谱可以发现，在很宽

的光谱范围内（300-1100 nm），OC
60
-5T的吸

光性能都要明显高于 C
60
、C

70
，其中在 700-

1100 nm，OC
60
-5T更是展现出了普通富勒烯

不具备的近红外吸收带。理论计算表明，

OC
60
-5T的近红外吸收来源于噻吩齐聚物向富

勒烯的分子内电荷转移。电化学实验表明，

OC
60
-5T的带隙只有 1.05eV，远小于母体 C

60

In
2
Te

3
纳米线的 SEM、TEM图像及其光响应特性

             （供稿：纳米器件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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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佐剂材料设计的新思路——表面化学调控

  研究开发出安全有效的疫苗佐剂对于艾

滋病疫苗的早日问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纳米材料凭借其独特的性质在疫苗载体或佐

剂的研发过程中备受关注。然而，“如何科学

合理地设计纳米材料用于疫苗领域”仍然是

该研究领域的一个“瓶颈”。最近，国家纳米

科学中心陈春英课题组、吴晓春课题组和中

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邵一鸣课题组合作在这

一方面取得进展。

  他们从纳米材料表面修饰入手，系统研

究了表面化学性质对纳米材料潜在疫苗佐剂

活性的影响，为科学合理设计纳米疫苗佐剂

提供了参考。金纳米棒因其可调控的表面等

离激元共振效应使研究人员能够很容易地实

时监测抗原在细胞内部的迁移过程，同时金

纳米棒易于进行化学修饰，因此是研究表面

化学性质影响纳米材料疫苗佐剂活性的理想

模型材料。

  研究人员合成了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

(CTAB)、聚二烯丙基二甲基氯化铵(PDDAC)和聚

乙烯亚胺(PEI)修饰的三种带正电荷的金纳米

棒，研究了其对艾滋病 DNA疫苗的潜在佐剂

作用。体外细胞水平研究发现三种金纳米棒

对 DNA具有不同的释放能力，从而使其具有

截然不同的细胞转染能力。动物活体研究结

果显示，只有当金纳米棒表面进行适当修饰

后才能显示出良好的佐剂活性。除了 CTAB-

Au Nanorod，其他两种金纳米棒均能通过促进

抗原呈递细胞的成熟发挥其佐剂作用。阳离

子聚合物聚乙烯亚胺被认为是转染效率最高

的聚合物基因载体之一，高分子量的PEI转染

效率高，但细胞毒性很大。本工作将其组装

于金纳米棒的表面，可大大提高其疫苗佐剂

效应，且显著降低毒性。该研究成果已发表

于 2012年 4月的《纳米快报》（Nano Letters,

2012, 12 (4), 2003  2012；http://pubs.

acs.org/doi/abs/10.1021/nl300027p），审稿人

对该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These authors do

a wonderful job in finding the surface chemistry

that enhances the particle activity”, “Their

work is really significant” and “From an application

point of view, the work provides a guideline for

designing DNA-based vacc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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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带隙（1.9eV）。审稿人对该工作给予了高

度评价：“This is an important finding for future

applications in the field of solar energy conversion.”

该研究成果在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在线发表，（http://onlinelibrary.wiley.

com/doi/10.1002/anie.201203981/abstract），

并被评为热点文章（Hot Paper）。

  该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

学院“百人计划” 和苏州佳宏光电有限公司

的支持。       （供稿：纳米材料研究室）

  图不同表面化学修饰的金纳米棒具有不同的疫
苗佐剂活性：不同表面修饰的金纳米棒通过皮内注
射免疫小鼠后，其对抗原呈递细胞如树突状细胞成
熟的不同作用，最终决定了其潜在的佐剂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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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信州大学远藤守信教授访问中心

  8月 27日下午，国际著名材料学家、化

学家，日本信州大学远藤守信(Morinobu Endo)

教授访问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远藤守信教授

是碳纳米管先驱及开拓者之一，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即实现了碳纳米管的合成，被誉为

“碳纳米管之父”。他领导的研究团队开发并

推动了多项基于碳纳米管的重要应用研究，

为碳纳米管的商业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远藤教授在本次报告中重点讨论碳纳米

管的热点和难题，介绍他所领导的研究团队

近年来在碳纳米管应用领域的几项重大突破。

    （供稿：纳米制造与应用基础研究室）

8月16日，英国卡迪夫大学Dr. Zhu Hanxing 来中心作报告：“SIZE-DEPENDENT AND TUNABLE ELASTIC PROPERTIES

OF HIERARCHICAL HONEYCOMBS AND OPEN-CELLED FOAMS”。

8月 21日，美国布兰戴斯大学 Prof. Xu Bing 来中心作报告：“Biological Functions and Applications of Self-

Assembly of Small Molecules in Cellular Environment”。

8月 24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彭玲研究员来中心作报告：“Dendrimers as promising nanovectors to deliver

RNA therapeutics”。

8月27日，日本信州大学prof.Morinobu Endo 来中心作报告：“Basic Science and Applications of Carbon Nanotubes”。

8月27日，德国伊尔默瑙工业大学Prof. I. W. Rangelow 来中心作报告：“Writing and seeing at the nanoscale”。

国际交流

学术活动

8 月 20 日，沈阳药科大学的杨静玉教授：“催产素对甲基苯丙胺精神依赖性性的拮抗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