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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纳米毒理学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
由中国科学院、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
毒理学会共同主办，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承办的“第六届纳米毒
理学国际会议”
（Nanotoxicology--2012）日前在北京召开，这是
首次在亚洲召开的纳米毒理学领域的国际盛会。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院士、科技部基础司司长张先恩、
国家纳米指导协调委员会专家组副组长中科院物理所解思深院
士、大会名誉主席北京大学刘元方院士、大会国际专家委员会
主席中科院高能所柴之芳院士、国家基金委、中科院基础局、
中国毒理学会的领导、国际毒理学联合会(IUTOX)主席，以及来
自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丹麦、瑞典、意大利、加拿大、
澳大利亚、南非、印度、韩国、日本、中国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 600余名纳米领域的专家学者出席了开幕式。大会主席赵
宇亮研究员主持开幕式。
白春礼院长致开幕词。他指出，在过去 5 年里，各国政府
和全球科学家为建立纳米材料环境、
健康和安全性相关概念和
体系，
研究策略以及确认是否存在知识鸿沟等方面做出了巨大
的努力，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要想完全理解这些复杂的问
题，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同时指出，如何及时、公开地
与公众和工业界交流基础研究工作的进展、成果和信息共享，
帮助公众对新兴科学技术的客观地、科学地、正确地理解和应
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全球性的挑战。
本次大会旨在针对纳米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
交流
和讨论纳米材料生物效应和安全性研究进展，
是一次纳米毒理
学研究领域的综合性大会。会议主题包括纳米毒理学、纳米生
物学、纳米医学、生物纳米材料、纳米生物分析、纳米环境毒
理学、纳米标准化、纳米社会伦理等，共有 66 个大会与分会
场邀请报告，145个口头报告，以及同时举行的为期 3天的 208
个墙报交流。

铋系化合物超结构制备获得
新进展（详见第二版）

第六届纳米毒理学国际大会开幕式，白春礼院长致开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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铋系化合物超结构制备获得新进展
铋系化合物的特殊电子结构使得它们在
热电、传感、光电子等领域有很好的应用前
景。有序铋系纳米材料由于能大幅提高其材
料性能，因而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国家纳
米科学中心刘前课题组早前已发现以β Bi2O3 为前驱体，可以制作BiOCl四方结构纳米
墙阵列（2DONW），并以此为模板制作 Bi2S3。
嵌套的自相似四方结构阵列（N2DONW），
并阐明了这些有序阵列的内在原因来自于物
相之间的晶格匹配 [ J. Am. Chem. Soc. 2011,
138, 8211-8215]。
为了提供给铋系化合物的 2DONW 结构制
备的一般策略，该课题组对铋系结构的通用
制备途径展开了进一步研究。研究发现在铋
系化合物中，很多重要的半导体材料和β Bi2O3 有类似的晶体结构和非常接近的晶格参
数。实验证明，能满足上述晶体学方面要求
的多种铋系化合物（β -Bi2O3，BiOCl，BiOBr，
Bi2O2CO3，Bi2S3 等）均能生成 2DONW，并在一

定条件下最终转化为Bi2S3 N2DONW。该研究还
预测了更多的铋系化合物，如γ-Bi2O3，δBi2O3，Bi2O2.33，BiFeO3，Bi2O2Se，C2H3BiO3，Bi2WO6，
Bi2MoO6，Bi2VO5 等也可形成具有特殊性能的四
方超结构。
相关研究结果已在线发表于美国化学会

一些典型的铋系化合物超结构的形貌图及其晶
格匹配关系

刊物 ACS Nano 上（DOI:10.1021/nn303467r）。
该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和欧
盟项目的支持。
（供稿：纳米器件研究室）

肿瘤纳米药物：有望突破“钥匙与锁眼”关系的药物设计经典理论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
理研究所共建的“中科院纳米生物效应与安
全性重点实验室”的赵宇亮，陈春英等科研
人员的实验研究与 IBM 周如鸿研究员的理论
模拟合作，在肿瘤高效低毒纳米药物的研究
方面，
取得重要的新进展(PNAS, 109, 15431,
2012)。这是继 PNAS 2010, PNAS 2011 以来，
该研究组在美国科学院院刊连续发表的系列
研究成果。
该研究组在2004年发现，原来设计为新
一代 MRI 医学造影剂的含 Gd 金属富勒烯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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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抑制肿瘤生长的功能。通过表面化学修
饰，研究人员得到了几乎没有毒副作用的
Gd@C82(OH)22。它不杀死肿瘤细胞，而是通过
调节肿瘤细胞周围的微环境(改善肿瘤细胞生
长的土壤)，把肿瘤细胞“监禁”起来。通过
近 9 年的动物实验和细胞实验研究发现，这
种新的方法，不仅抑制肿瘤生长，也高效抑
制肿瘤转移。
进一步的动物实验和分子动力学模拟研
究发现，Gd@C82(OH)22 纳米药物与靶分子的相
互作用过程与药物设计的经典理论不同，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Gd@C82(OH)22纳米颗粒并不作用于靶分子基质
金属蛋白酶(MMP)的活性位点。Gd@C82(OH)22 分
子首先自身通过氢键相互作用形成棒状排列
的纳米颗粒，然后通过纳米颗粒扩散运动接
近靶分子的疏水区域，产生非特异性的疏水
相互作用，而这只是一个过渡态。最终纳米
颗粒和靶分子 MMP 之间通过氢键作用和疏水
作用形成特异性结合。这种特异性结合区域
在 MMP的疏水区域，而不是传统的活性位点。
该研究结果第一次提出了新型纳米药物的设
计，有可能超越经典的理论和传统的思路：
在传统的“锁眼”以外，靶分子可以为纳米
颗粒(而非传统的“分子”)药物提供更为广阔
的结合区域。这大大拓展了设计新型药物的
可能性。
目前全世界在纳米药物领域的研究，主
要用纳米颗粒作为载体载带现有的药物，而
把Gd@C82(OH)22纳米颗粒直接作为肿瘤治疗药
物(不需要载带传统药物)，到目前为止，还是
第一次。该实验室通过近9年的系统研究，已
经完成 8 个肿瘤模型的动物实验。除了深入
开展该研究中的抑制肿瘤新机制外，2012 年
高能所已建成一条中试生产线，并正在推进
临床前研究的相关工作。

图 1：新型纳米
药物的设 计，有可
能超越经 典的理论
和传统的 思路：在
传统的“锁眼”以
外，靶分子可 以为
纳米颗粒（而非传
统的“分子”）药物
提供有更 为广阔的
结合区域 。这大大
拓展了设计新型药物的可能性(PNAS, 109, 15431,
2012)。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该研究成果的国际
影响，2012年11月赵宇亮研究员被纳米药物
领域的 Top 刊物，美国 Nanomedicine (IF=6.69)
增选为副主编，2007年被选为纳米毒理学领
域的Top刊物Particle and Fibre Toxicology (IF=7.
25)的副主编。2011年赵宇亮应邀担任美国化
学会的学术刊物Accounts for Chemical Research
( I F = 2 1 . 67 ) 的专题编辑，和美国加州大学
(UCLA)纳米环境健康中心主任 Prof. Andre Nel
一起，为该刊物编著了“纳米环境健康安全”
专辑。这表明，该重点实验室在国内最早开
始的两大主要方向，纳米毒理学和纳米药物
的研究，均获得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认可。
(供稿：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研究室）

中德双边学术研讨会成功召开
日前，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德
科学中心支持，国家纳米科学中心韩宝航研
究员和柏林工业大学Arne Thomas 教授共同组
织的“π - 结构聚合物及碳纳米材料：在能
源中的应用”中德双边研讨会在国家纳米科
学中心多功能厅举行。此次研讨会的目的是
为参会科学家提供一个直接交流的平台，为
第３页 共８页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双方的进一步实质性的合作打下基础。本次
研讨会有 15 位来自德国、25 位来自中国、1
位来自美国、1位来自瑞典的正式代表，另外

还有多名自费和旁听者参与了此次会议。
（供稿：纳米器件研究室）

中科院吴建国副秘书长一行来中心调研

10月30日上午，中科院吴建国副秘书长
一行来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进行调研。
吴建国副秘书长听取了中心近期工作和
“十二五”项目建设进展情况汇报，实地考察
了中心新建成的纳米加工洁净实验室和拟建
“纳米集成技术与纳米制造综合研究平台”
场

地及准备情况，并与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王琛
主任、赵宇亮副主任、查连芳顾问进行了座
谈交流。
吴建国副秘书长充分肯定了国家纳米科
学中心成立以来的发展及基本建设方面取得
的成绩，希望中心把握机会，充分发挥“科
教结合”体制的创新优势，用足园区规划指
标，完善“纳米集成技术与纳米制造综合研
究平台”建设方案，同时考虑园区科技文化
的利用和传承。在充分理解中心在基建面临
困难的基础上，吴建国副秘书长要求有关部
门急基层单位所急，
积极为研究所排忧解难。
基建局林明炯处长、邹凡处长，行管局
占剑副局长、
侯瑞虹局长助理等人陪同调研。
(供稿：综合事务部)

东京大学 Takuzo AIDA 教授访问中心并做学术报告
2012 年 10 月 15 日上午,国际知名科学
家、日本东京大学工学研究院化学与生物技
术系Takuzo AIDA(相田卓三)教授应韩宝航研究
员邀请访问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并做了题为
“Advanced Molecular Design of Functional Organic
Materials”的学术报告。
Takuzo AIDA 教授长期从事超分子组装及
相关体系的性能研究，他领导的研究组在超
分子科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领域开展了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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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具有重要意义的创新工作，目前已在
Science、Nature 及 Nature 子刊发表论文二十余
篇。在本次学术报告中，Takuzo AIDA 教授介
绍了其研究组利用分子设计和超分子组装，
制备嵌段超分子共聚物、多功能超高含水量
材料(AquaMaterial)以及光驱动功能材料等方面
的研究工作,并与中心科研人员及研究生进行
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纳米器件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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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定教授为中心作“弘扬科学精神反对学术不端”报告
10月30日上午，应国家纳米科学中心邀
请，中国科学院科研道德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李定教授作“弘扬科学精神反对学术不端”
报告。报告会由中心刘洪海书记主持，王琛
主任和中心近 200 位科研人员和研究生参加
报告会。
李定教授的报告从科研诚信已被社会高
度关注、
国际上对我国的学术不端尤为关注、
重建诚信是防治学术不端的根本三个方面进
行了讲解，综合科研诚信教育方面的最新信
息，选用许多生动、具体的学术不端典型事
件，对照科研行为准则，解读了科学的价值、
科学的精神、科学的道德准则、科学的社会
责任，指出了科研不端行为的认定。对比国
际国内在建设科研诚信和查处不端案例的异
同，剖析了诱发学术不端的各种原因及产生
的恶劣影响。引导听众对科研道德建设的深

刻反思，警示诚信无小节，重建诚信是根本。
整个报告充分选用经典的案例和权威的数据，
加上对比和评论，让与会的全体老师和同学
都有“苦思、求索、顿悟”之感，对纳米中
心的科研道德建设产生了积极的教育和提示
作用，对纳米中心加强科研诚信建设、反对
学术不端起到了积极和推动作用，对纳米中
心的持续发展和研究生健康成长具有非常重
要意义。
（供稿：综合事务部）

中心“一三五”基础研究研讨会召开
11月15日，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在南楼多
功能厅召开了“一三五”基础研究研讨会。中
心主任王琛，书记刘洪海,副主任赵宇亮,主
任顾问查连芳及中心全体副高职称以上研究
人员和各管理部门负责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王琛主任首先介绍了中国科学院“一三
五”规划产生的背景和“中心”的“一三五”
规划，提出大力推进和落实“中心”的各项
规划任务，强调要加强自主创新，加强新的
创新思想的培育和构建有特色学科。

随后 6 名主题发言人就“三个突破和五
个重点培育方向”进行的剖析，重点介绍了
相应的目标、研究内容、经费支持、解决方
案等。随后，参会科研人员就“中心”的“一
三五”任务进行了自由发言，并在人才招聘、
学生招生、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等
方面展开热烈的讨论。
来自各研究室的负责人和科研骨干共计
70 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供稿：综合事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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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大学“纳米挑战”博士生论坛在中心举办
日前，中国科学院大学“纳米挑战：材
料·医学·能源”博士生论坛正式开幕。中
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白春礼
院士特为论坛召开发来贺信，鼓励研究生们
努力将中国纳米科技的发展带向新的辉煌，
祝每位同学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
纳米中心党委书记刘洪海到会致辞，并
引用了梁启超先生的名言鼓励青年学生在科
研道路上永往直前。中国科学院大学培养办
向军辉教授代表国科大致辞，祝贺论坛顺利
举办。国科大化学院副院长周克斌教授、材
料学院副院长屈一至教授及来自全国各高校

北京大学彭练矛教授做特邀报告

和科研院所的 140 多名研究生应邀出席论坛
开幕式。
北京大学电子学系系主任彭练矛教授为
论坛带来题为“2020 年后的纳米电子学”大
会特邀报告，中国科技大学的刘建伟同学、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的罗斌同学也应邀作了大
会报告。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
这次以纳米为主题的论坛由国科大举办，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承办，参会代表为来自全
国高校以及中科院各研究所纳米领域的研究
生、博士生。
（供稿：研究生部）

梁兴杰研究员荣获 2012 年中国药学会 - 石药青年药剂学奖
中国药学会组织专家对2012年中国药学
会 - 石药青年药剂学奖候选人进行评选，经
过民主投票，最后推评出 2012 年中国药学
会 - 石药青年药剂学奖获奖人员。国家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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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中心中国科学院纳米材料生物效应和安
全性重点实验室的梁兴杰研究员荣获此次
2012 年中国药学会 - 石药青年药剂学奖。
（供稿：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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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召开留学生欢迎会
11 月 14 日下午，2012 年国家纳米科学
中心留学生欢迎会在中心南楼五层会议室召
开。由两位高年级留学生代表 Anil Kumar 和
Misbah Mirza 为大家致辞，对新生表示热烈的
欢迎。王琛主任介绍了纳米中心的历史及概
况，阐述了纳米技术应用到各个行业的研究

现况，梳理了中心每个研究组的大致研究方
向，并且系统地讲述了中心在世界纳米技术
前沿领域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更勉励各位
留学生们认真思考什么是纳米科学，纳米科
学在未来会有什么发展。之后，来自巴基斯
坦、印度、古巴、丹麦、芬兰等各个国家的

欢迎会合影

留学生，依次通过照片和文字向大家作自我
介绍，同时也表达了对中国的热爱和对纳米
世界的向往。
在茶歇环节，留学生们互相交流、增进

了解，大家相谈甚欢。最后，印度留学生
Vikramjeet Singh为大家献上了热情奔放的印度
舞蹈，留学生欢迎会充满了欢声笑语和阵阵
掌声。
(供稿：研究生部)

中心博士研究生谌志筠同学荣获第六届纳米毒理学国际会议
杰出青年学者奖
日前，中心陈春英课题组博士研究生谌
志筠同学在第六届纳米毒理学国际大会青年
学者创新论坛上作了题为“Surface-Engineered
Gold Nanorods: Promising low-toxic vehicles for

gene delivery”的口头报告，得到同行学者们的
关注和肯定，获得大会颁发的“杰出青年学
者”奖。
(供稿：研究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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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溦 同学荣获膜生物学学术研讨会最佳报告奖
中心梁兴杰课题组研究生马晓溦同学在
第十二次全国膜生物学术研讨会上进行了题
为
《Gold Nanoparticles Induce Intracellular Transport
Impairment through Lysosome Alkalinization and

Golgi Fragmentation》的英文学术报告，该报告
荣获本次大会颁发的最佳报告奖。
（供稿：研究生部）

学术活动
11 月 2 6 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科学部的董建华处长（高分子化学）：“高分子学科的科学进
展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相关事宜”。
11 月 9 日，南开大学现代光学研究所刘海涛教授：“Microscopic model of the extraordinary optical transmission
through subwavelength metallic hole arrays”
。
1 1 月 7 日，中科院福州物质结构研究所林璋研究员：“纳米环境材料相关研究及其应用”。

国际交流
11 月 27 日，德国 Wiley-VCH 公司 Dr. Peter Gregory 来中心作报告：“Publishing in Wiley Materials Science
Journals”。
11 月 16 日，韩国延世大学 Prof. Jung 来中心作报告：“Microneedles: Fundamentals and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
11 月 15 日，美国华盛顿大学 Prof. Xiaohu 来中心作报告：“Multifunctional nanoparticles for tumor imaging and
treatment ”。
11 月 14 日，瑞典查尔姆斯理工大学 Prof. Dr. Jie Sun 来中心作报告：“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of Graphene
on Arbitrary High Temperature Substrate”
。
11 月 9 日，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陈勇教授来中心作报告：“Development strategy of synthetic cellular
microenvironments:From biocompatible materials to nature biomaterials”。
11月8日，美国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Ph.D.Tao Chen 来中心作报告：
“Regulation and evaluation of nanomaterials
in FDA”。
11月6日，
法国巴黎第六大学Professor Marie-Paule PILENI 来中心作报告：
“Nano and Supra Crystals: New Challeng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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