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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肽组装中序列效应研究的新进展
近日来自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复旦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美
国化学会志》上合作发表了题为“Sequence Effects on Peptide
Assembly Characteristics Observed by Using Scanning Tunneling Microscopy”
的研究论文（J. Am. Chem. Soc., 2013, 135, 2181），通过扫
描隧道显微技术（STM）来研究氨基酸序列对多肽组装结构及
其稳定性的影响。
来自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的研究组利用STM技术在单分子水
平上研究多肽的组装及其调控，已经发表了一系列的工作。他
们在2011年利用STM确认了淀粉样多肽组装和聚集的核心片段
及折叠位点，
对于研究非结晶蛋白的组装结构提供了一种新颖
的解析方法（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11, 108, 19605
等），但是由于多肽在表面组装构象的多样性以及吸附稳定性
的差异，利用STM 进行多肽中氨基酸序列的识别仍具有极大的
挑战性。在本研究中，研究人员利用STM结合分子动力学模拟，
研究了氨基酸残基序列对嵌段模型多肽在固体表面的吸附构象
稳定性的影响，发现STM 图像中的衬度差异与模型多肽中的序
列具有关联性，
同时分子动力学模拟发现不同氨基酸残基与石
墨表面的结合能差异与衬度差异也具有一致性，
说明了多肽序
列对组装构象和组装特性的影响，暗示了利用STM 进行多肽序
列识别的可能性。
此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多肽组装过程中侧基
结构、序列等对组装过程、组装驱动力以及组装结构的影响。
此工作得到了科技部重大研究计划和基金委重大研究计划
的支持。

泰国玛哈扎克里·诗琳通公主
访问中心（详见第二版）

（供稿：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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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玛哈扎克里·诗琳通公主访问中心
4 月 7 日下午，泰国玛哈扎克里·诗琳通
公主殿下一行三十三人代表团访问了国家纳
米科学中心，纳米中心主任王琛研究员以及
科研人员代表与远道而来的泰国公主及代表
团成员进行了友好的座谈。王琛主任对诗琳
通公主一行的来访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介
绍了纳米中心的历史，科研成果，和纳米技
术在水污染治理和纳米农药研发中的作用。
随后，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与泰国国家纳
米技术中心签署合作协议备忘录，本协议的

签署将开启两国纳米中心在科研方面的合作
之门。
会后，诗琳通公主参观了纳米中心的检
测实验室及生物实验室，询问了感兴趣的学
术和科研问题并即兴挥毫写下“科技兴国”
四个大字。泰国驻中国大使 Wiboon Khusakul、
泰国外交部官员、
前中国驻泰国大使晏廷爱，
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邱华盛及亚非
处工作人员参加了此次活动。
(供稿：综合事务部）

国家纳米中心主任王琛与泰国国家纳米技术中心主

诗琳通公主出席合作备忘录签字仪式

任 Sirirurg Songsivilai 签署合作备忘录

诗琳通公主参观检测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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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主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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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纳米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揭牌成立
日前，
“北京市纳米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在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举行了揭牌仪式和
技术委员会聘任仪式。工程中心依托国家纳
米科学中心，联合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
所共同建设。
揭牌仪式由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副主任、
北京大学朱星教授主持。工程中心技术委员
会主任、中科院物理所解思深院士，清华大
学李亚栋院士，北京市科委政策与法规处王
红副处长和朱星教授一起为工程中心揭牌。
工程中心技术委员会由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中科院物理
所、化学所、光电研究院、过程工程所、国
家纳米科学中心等单位纳米材料等领域的知
名专家，以及北京汽车研究总院、联想集团、
国家电网智能电网研究院、中石油化工协会
等北京市重点企业的研发和技术专家组成。
工程中心主任、过程工程所副所长陈运
法研究员汇报了工程中心的建设目标、组织
构架、研发任务和管理模式，并展望了工程
中心的未来发展前景。国网智能电网研究院
电工新材料研究所陈新所长以特高压输电和

智能电网建设为背景，全面地报告了在材料
领域的重大和迫切需求。解思深院士对于工
程中心的建设模式和组成结构给予了充分肯
定，并对于工程中心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期望
和要求。
中科院基础局化学与交叉科学处、北京
市科委政策与法规处、新能源新材料处、新
材料中心的相关领导出席了揭牌仪式，同时
参与工程中心研发工作的过程工程所和纳米
中心的研究人员也参加了会议。

北京市纳米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技术委员会聘任
仪式

（供稿：纳米制造与应用基础研究室）

学术活动
3 月 28 日，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陈畅：
“蛋白质巯基氧化还原修饰：亚硝基化修饰的功能与方法研究”。

国际交流
3 月 29 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Dr. Yang, Yanhui 和 Dr. Liu, Bin 来中心分别作报告：“Nanoparticle catalysts
for selective reactions”
“TiO2 nanostructures for solar energy harvesting”。
、
3月15日，
荷兰埃因霍芬理工大学的Luc Brunsveld 教授来中心作报告：
“Supramolecular Chemical Biology Interfacing
supramolecular systems with proteins and cell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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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中心召开 2013 年度职工大会

4 月 1 7 日，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召开了
2013 年度职工大会，传达学习院工作会议精
神、院党建工作会议精神、院纪检工作会议
精神和北京分院工作会议精神，听取审议中
心主任年度工作报告，听取审议工会工作报
告和经费审查报告，中心140多位职工出席，
会议由刘洪海书记主持。

刘洪海书记传达了院工作会议精神、院
党建工作会议精神、院纪检工作会议精神和
北京分院工作会议精神，还结合学习党的十
八大精神，着重讲解了他对几个重要会议精
神的学习和理解，让大家更加深刻地理解建
设创新型国家对科技提出的新要求，理解建
设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中科院的作用，理解
要抓紧做出更加重要的原始创新性成果，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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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实施一三五规划，建设创新生态系统，为
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职工们认真听取审议了王琛主任代表中
心领导班子作的年度工作报告，报告全面回
顾了中心2012年的总体情况，着重介绍了中
心一年来的科研工作成绩和正在开展的重大
项目，介绍了中心一年来的财务收支情况，
介绍了中心一年来党建、纪检、创新文化、人
事、研究生教育、基建、安全、保密等相关
工作情况，还提出了做好2013年重点工作的
要求。2013 年是纳米中心成立十周年，中心
领导班子将换届，正在筹划新的科研任务，
任重道远。
王琛主任希望全体职工共同努力，
付出更加艰苦的劳动，共同开创中心新的发
展高潮。
大会听取审议了工会主席刘卫卫作的工
会年度工作报告，听取审议了工会经审主任
王其祥作的工会经费年度审查报告，听取了
财务部主任李红艳作的有关财务情况通报。
为更好地研究和解决中心发展中存在的
一些问题，中心还决定召开一系列的专题工
作研讨会，针对大家关注的管理、研究生教
育、安全、平台建设等事项，组织征集职工
意见，集思广益，研究提出解决办法。
（供稿：综合事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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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和德国巴斯夫公司举办 Nano-Formulation研讨会
近日，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和德国巴斯夫
( B A S F ) 公司在北京举办了第二次 N a n o Formulation 研讨会，本次研讨会是在2012年9
月 17-18 日第一次成功举办之后的系列研讨
会。会议探讨了纳米材料和结构在有机电子
学，包括有机太阳能电池(OPV)、有机电激光
显示(OLED)等领域的应用和挑战。两次研讨
会先后邀请了中科院化学所朱道本院士、清
华大学范守善院士以及来自纳米中心、中科
院化学所、中科院过程所、中科院长春应化
所、清华、北大、南开、中山、上海交大、香
港中文大学等多位中青年科学家，和巴斯夫
公司高层管理和研发专家，包括全球研发总
裁 Lauke 博士、副总裁 Sachweh 博士等开展了

深入的交流和研讨。双方拟进一步探讨成立
联合实验室等，加强合作，促进纳米材料和
技术在相关领域的产业化应用。
（供稿：纳米制造与应用基础研究室）

中心李素萍博士参加 2013HOPE 学术会议
中心李素萍博士于 2013 年 2 月 25 日— 3
月 2 日赴日本东京参加了由日本学术振兴会
（JSPS）主办的第 5 届与诺贝尔获得者面对面
交流（Fifth HOPE Meeting with Nobel Laureates）
的学术会议。
本次会议的组委会共邀请到 5 位生理学
和医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以及 4 位相关
研究领域的国际知名学者，通过大会报告和
小组内面对面讨论等多种方式与青年研究者
分享了他们的科研成就，人生阅历以及对未
来医学发展方向的展望。
中国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分别从国家
纳米科学中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选派
10 名优秀青年学者参会。由国家自然科学基

中心李素萍博士与诺贝尔奖获得者 M a r i o
Capecchi 合影

Renato

金委和日本学术振兴会共同提供资助。
（供稿：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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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举办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联合培养博士生工作研讨会
日前，国家纳米科学中心邀请国务院学
位办、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
学的相关领导召开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联合
培养博士生工作研讨会。本次会议主要是交
流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联合培养研究生的经
验，探讨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共
同研究解决对策，为科教结合、协力创新探
索新方法。国务院学位办处长任增林，国务
院学位办副处长马玲，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
务副院长王仰麟，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
高策理，中国科学院大学院长助理、招办主
任高随祥，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主任王琛等出
席会议分别发言。
听取了相关发言之后，国务院学位办任
增林处长做总结发言，他指出，北大、清华、
纳米中心都是联合培养工作走在前列的单位，
国务院学位办在经过了一系列的探索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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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学位办、北大、清华、国科大和纳米中心与
会领导分别发言

将在未来逐步细化工作，制定出双方培养单
位共同认定的标准，他希望走在前列的在座
三个单位多总结、多增加交流，今后为其他
培养单位提供借鉴。
会上通过了以王琛、王仰麟、高策理为
协调指导小组组长的联合培养协调指导小组
建议名单。
（供稿：研究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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