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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中国国际纳米科学技术会议在京举行
9 月 5 日，2013 年中国国际纳米科学技术会议（ChinaNANO
2013）在北京召开。这是继 2005、2007、2009、2011 中国国际
纳米科学技术会议之后，
第五次召开的中国国际纳米科学技术
盛会。
来自全球
4 0 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 1300 多
名代表出席了
这次会议，在三
天的会期中，有
5 位世界一流的
纳米技术领域
专家作大会特
大会主席、中国科学院白春礼院长致开幕辞
邀报告，176 位
科学家在 10 个分会场作邀请报告，300 余位科学家做口头报
告，有800余篇论文以墙报交流，还有近50家企业带来最新的
实验设备和技术展示。
中国国际纳米科学技术会议由国家纳米科学技术指导协调
委员会主办，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承办。 从上届会议开始， 设
立了中国国际纳米科学技术会议奖“ChinaNANO Award”。第二届
“ChinaNANO Award”
获奖者是：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Michael Grätzel
教授，德国马普高分子所Klaus Müllen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Omar M. Yaghi教授。会议还向张翔教授、Michael Crommie
教授颁发了特邀报告奖。白春礼为获奖者颁发了奖牌。

超越想象 ： 分子间氢键的实
空间成像
《科学》杂志发表纳米中心研
究成果(详见第五版)

20 13 年中国国际纳米科学技术会议开幕式会场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基金委副主任高瑞平致辞

科技部基础司彭以祺致辞

教育部科技司王延觉致辞

白春礼颁发中国国际纳米科学技术会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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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席白春礼在开幕式上致辞。他指
出，
国际纳米科技发展趋势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是从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
技术转移转化一体化研究，各国在纳米制造
方面加强了官产学研的一体化合作，构建纳
米产业生态圈，
强调纳米制造和产业的结合，
以期加快纳米技术成果转化。二是专业平台
支撑的纳米技术研发，发达国家在纳米科技
发展中，非常注重国家级公共技术平台的建
设，纷纷集中先进技术设施，组建国家级纳
米科技中心。三是全球大型企业越来越重视
纳米技术，各纳米技术强国为了尽快实现纳
米技术的产业化，都在加紧采取措施，促进
产业化进程。
白春礼说：自 2005 年起，中国国际纳米
科学技术会议已经召开 5 次，越来越成为国
际纳米科学界的重要盛会。在本届会议开幕
前一天（9 月 4 日），会议主办方邀请了各国
纳米科技中心的主任，举办了为期一天的
“纳米科技主任论坛”，就各国纳米科技研究
和教育中的共性问题、纳米科技政策、纳米
科技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
这为各国纳米科技领域的战略科学家提供了
一个交流讨论纳米科学研究、教育、政策的
平台。
在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副主任高瑞平、科技部基础司司长彭以祺、
教育部科技司司长王延觉分别代表各部委致
辞，
对纳米科技的发展提出政策建议和希望。
中国科学院、科技部、教育部、基金委、清
华大学、北京大学及有关研究所、高校的领
导和学者专家出席会议。会议开幕式由清华
大学副校长、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副主任薛其
坤主持。
（供稿：综合事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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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文龙副院长来中心宣布新一届领导班子并讲话
8 月 29 日上午，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召开
新一届领导班子任职决定宣布大会。中国科
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詹文龙、中科院人事
局局长李和风出席大会，会议由北京分院党
组常务副书记、副院长马扬主持。中心领导
班子成员、党委委员、纪委委员、中层及以
上管理人员、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人员、
工会职代会常委等近 70 余人参加了会议。
李和风局长首先宣读了国家纳米科学中
心新班子职务任免的通知，刘鸣华研究员任
中心主任，赵宇亮研究员任中心副主任，北
京大学朱星教授任中心副主任（兼），清华大
学薛其坤教授任中心副主任（兼）。
詹文龙副院长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充分肯定了中心上一届领导班子在王琛同
志领导下取得的成绩，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指出，中心上一届领导班子团结协作、积
极进取、勤奋努力、爱岗敬业，带领中心努
力奋斗，在各个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总体实
力得到提升。他代表院党组对上一届领导班
子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感谢，并对新一届行
政领导班子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同时对新一
届领导班子，提出了四点希望。
詹院长指出，当前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各
项事业呈现非常好的发展势头，希望新一届
领导班子把深入学习习总书记视察我院的重
要讲话精神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明确责任和任务，
转变工作作风，动员广大干部振奋精神，鼓
舞干劲，不断强化创新为民的理念，进一步
改革创新，开拓进取，团结带领全体职工积
极推进“一三五”规划，为我院“创新 2020”
实施做出更大贡献。

詹文龙讲话

詹文龙副院长代表院党组为王琛同志颁
发了荣誉证书，对他为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的
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
中心前任主任王琛研究员发表讲话。他
对中科院领导、中科院职能部门、班子成员
和全体职工给予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
相信新一届领导班子将有更大更好的发展局
面，同时也期待和大家一起参与中心建设的
过程。
中心新任主任刘鸣华研究员代表新一届
领导班子讲话。他首先感谢中科院及北京分
院党组对他的支持，感谢以王琛同志为代表
的上一届领导班子对中心发展做出的重大贡
献。
他在讲话中表示：在工作中，新的领导
班子将全力支持配合以王琛研究员为首席科
学家的纳米先导专项任务，率先实现纳米科
技创新跨越；要牢记中心是代表国家水平，
国际一流的研究中心的定位和使命，进一步
加强成果的集成与凝练，扩大并加强人才队
伍建设，形成更大的竞争力。充分发挥中心
与教育部共建的优势，与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及中科院兄弟院所共同推进中心发展。
（供稿：综合事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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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想象 ： 分子间氢键的实空间成像
《科学》杂志发表纳米中心研究成果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的研究人员利用原子
力显微镜技术在实空间观测到分子间氢键和
配位键相互作用，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对分
子间局域作用的直接成像。 9 月 26 日，
《科
学》杂志以“Science Express”在线发表了该
项研究成果，并将在几周后以“Report”形式
正式发表。这项研究工作由国家纳米科学中
心裘晓辉研究员、程志海副研究员领导的纳
米表征与测量研究团队与中国人民大学物理
系季威副教授领导的理论计算小组合作完成。
氢键是自然界中最重要的分子间相互作
用形式之一。虽然氢键的强度相对于共价键
非常弱，但是对物质的性质有至关重要的影
响，例如: 氢键作用使得水能够在常温下以
液态存在、DNA形成双螺旋结构、蛋白质形成
二级结构等。长久以来，科学界普遍认为氢
键是一种弱的静电相互作用，然而近年来有
实验证据显示氢键似乎有类似共价键的特性，
即形成氢键的原子间也存在微弱的电子云共
享。2 01 1 年，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
（IUPAC）推荐了氢键的新定义，但是有关氢键
作用的本质这一问题的研究远没有结束。对
氢键特性的精确实验测量，如作用位点、键
角、键长、以及单个氢键强度，不仅有助于
阐明氢键的本质，在原子 / 分子尺度上关于
物质结构和性质的信息对于功能材料及药物
分子的设计更有着重要意义。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的研究团队长期坚持
自主研制、升级和改造科研装备，通过数年
来对商品仪器部件的不断优化，以及自制原
子力显微镜的核心部件-高性能qPlus型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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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极大地提高了现有设备的稳定性和信
噪比，使得该仪器的关键技术指标达到国际
上该领域的最好水平。在超高真空和低温条
件下，该研究团队通过精确探测原子力探针
与分子化学键的电子云之间的Pauli排斥力作
用，获得了吸附在铜晶体表面的8-羟基喹啉
分子的共价键化学骨架、分子间氢键、以及
分子与金属原子配位键的高分辨空间图像，
据此精确解析了分子间氢键的构型，实现了
对氢键键角和键长的直接测量。
这是科学家第一次获得氢键在实空间的
图像，该实验结果对于氢键理论有着非常有
意的启示。相对于现有的谱学方法（红外、核
磁共振、X 射线晶体衍射等），该项研究开辟
了一条对氢键研究的崭新实验途径，将对分
子间相互作用研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研究生仉君、
陈鹏程、
袁秉凯参与了本项研究工作。该研究工作得
到中国科学院、国家科技部重大研究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
铜晶
体表面 8羟基喹啉
分 子 的
q P l u s 原子
力显微镜
图像（颜
色渲染）

（供稿：纳米表征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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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靶向纳米给药系统研究取得新进展
疾病部位靶向给药系统一直是药剂学研
究的热点，但人体内非常复杂的环境因素明
显影响了药物靶向治疗的效果。肿瘤组织血
管和生理特征的异常使得纳米载体携带抗肿
瘤药物进入机体后，往往富集在肿瘤血管的
周边或肿瘤细胞的间隙然后释放出药物，经
常导致细胞内药物的浓度较低，治疗效果并
不非常明显。
最近，为解决这一瓶颈问题，国家纳米
科学中心梁兴杰课题组的研究人员采用具有
肿瘤靶向性以及渗透性的新型短肽分子修饰
于纳米胶束表面，通过与非功能化修饰的纳
米胶束对比实验发现，此靶向型纳米载体系
统可以有效增强载带药物对于肿瘤细胞的杀
伤效果，在治疗时间内显著增强了药物在细
胞内的有效作用浓度，
活体动物实验也表明，
此靶向胶束可以有效的富集于小鼠肿瘤组织，

增强药物在肿瘤组织内的渗透，且能维持较
长时间的血药浓度。该纳米药物载体合成方
法简单易行，具有一定的应用前景。
目前，相关研究成果已在线发表于《纳
米快报》上（Nano Letters，DOI: 10.1021/
nl400586t）。该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科技部纳米重大研究计划，科学院百人计划
等项目的支持。

（供稿：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研究室）

氮掺杂石墨烯量子点及其在细胞和深层组织水平的
双光子荧光成像应用
双光子荧光成像技术具有近红外激发、
避免光毒作用和光漂白、自发荧光干扰弱及
较深的组织穿透深度等优点，在生物医药领
域研究中受到极大关注。开发具有高双光子
吸收截面、生物相溶性好的材料作为双光子
荧光探针，是活细胞和深层组织成像研究领
域的关键和热点。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宫建茹研究组以氧化
石墨烯为前驱体，N,N- 二甲基甲酰胺作氮
源，合成了氮掺杂的石墨烯量子点(N-GQD)。
该 N-GQD 纳米材料在近红外飞秒激光激发下
发 出 很 强 的 荧 光 ，双光 子 吸 收 截 面 高 达
48000 GM，远远超过了有机染料分子，为碳
材料中所报道的最高值，与半导体量子点材

料相当。N-GQD显著的量子效应、刚性的ππ共轭结构都使其具有较强的双光子吸收。
同时，掺杂的氮以烷基氨的形式键联到 N-

图示：氮掺杂石墨烯量子点可用于活细胞和深
层组织的高信噪比和高分辨率双光子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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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QD 的芳香环上，烷基氨的强供电子效应使
N-GQD的双光子吸收进一步增强。N-GQD在组
织模型中的双光子成像研究表明其组织穿透
深度可达到 1800微米，突破了传统双光子荧
光成像深度的极限。此外，N-GQD 在水、磷
酸盐缓冲液和细胞培养基中具有良好的分散
性，几乎没有细胞毒性，不易发生光漂白，显

示了其在长时间活体生物组织成像及相关应
用，如生物组织结构的观察、疾病的诊断等
中的潜在应用价值。以上工作发表在 N a n o
Lett. 2013, 13, 2436-2441。
上述研究工作得到中国科学院、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及科技部的大力支持。
（供稿：纳米器件研究室）

973 重大项目“应用纳米技术解决新型抗艾滋病药物的
若干关键科学问题”课题通过专家组验收
9 月 20-22 日，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973 计划）项目“应用纳米技术解决新型抗
艾滋病药物的若干关键科学问题”课题验收
会在北京举行。
973 项目课题组长梁兴杰研究员、胡利
明教授、滕志平研究员以及邢更妹研究员分
别就课题研究任务目标和完成情况、研究成
果和进展以及下一步研究计划等进行了重点
汇报。
由曾毅院士、赵玉芳院士等13位专家组
成的验收组在认真全面听取各课题负责人汇
报和审阅了课题总结报告的基础上，对项目
以及各课题计划任务完成情况、研究成果水
平及创新性、研究队伍创新能力、人才培养
情况以及下一步继续深入研究可能性等多个

方面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提出了多项建设性
意见。最后，专家组进行了评议和打分，一
致认为各课题出色地完成了课题任务，建议
通过课题验收。

验收会现场

（供稿：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实验室）

纳米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基于肿瘤微环境调控的抗肿瘤
纳米材料设计和机制研究”中期总结会在京召开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承担的国家纳米重大
研究计划项目“基于肿瘤微环境调控的抗肿
瘤纳米材料设计和机制研究”项目中期总结
会，日前于 2013 年 7 月 31 日在北京召开。国
家科技部基础司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相关领导、项目专家组成员、中心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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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课题负责人以及项目承担单位代表共60余
人出席了会议。
项目实施两年以来，已在《N a t
Nanotechnol》、《P Natl Acad Sci USA》、《J Am
Chem Soc》、
《Adv Mater》等知名学术期刊上发
表论文 90 余篇，申请发明专利20余项，授权
专利 4 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
年基金 1 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
青年基金 1 人，获得中科院卢嘉锡青年人才
奖 1 人，获得军队医疗成果一等奖1项，多人
应邀在国际会议上作学术报告，形成了一支

结构合理、学科交叉的研究团队。
在万立骏院士和柴之芳院士的主持下，
对项目进行了点评，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专家们一致肯定了项目前两年的进展和取得
的成果，
同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具体指导，
强调把握项目自身特色与研究亮点，进一步
凝练研究目标，针对关键科学问题，加强子
课题间协作，力争取得创新性突破。科技部
及基金委相关领导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与建
议。
（供稿：科技管理部）

“北京市纳米生物医学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揭牌成立
9月13日，
“北京市纳米生物医学检测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在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举行
了揭牌仪式。
“北京市纳米生物医学检测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依托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由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蒋兴宇研究员担任中心主
任，王琛研究员担任技术委员会主任，并汇
聚了纳米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多位专家。
“北京市纳米生物医学检测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主要以疾病诊治、环境检测等重大需
求为导向，发展新型纳米材料和纳米器件，
将为提高我国纳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保障

我国纳米科技的可持续发展做贡献，并培养
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基础与应用研究人才。
促进与国家创新体系相关单元的联合，完善
集成创新的平台建设。
“北京纳米生物医学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将利用纳米材料和器件、微流控芯片等
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新兴方法和手段，针对临
床检测、食品和环境监测中的重大需求，发
展新技术和新产品。这些新技术有可能大大
降低医疗费用，缩短患者的就医时间，提高
诊断的准确率。
（供稿：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实验室）

国际交流
9 月 29 日，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后 Angela Ruohao Wu 来中心作报告：“Demonstrated accuracy and precision of
high-throughput microfluidic single-cell RNA-seq on a colon cancer cell line”。
9 月 27 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Xiong Qihua 教授来中心作报告：
“Semiconductor Nanomaterials for Laser Cooling
and Nanolasers”。
9 月 24 日，德国 ACS Associate Editor professor wolfgang Parak、Anal Chem 副主编 Professor Yoshinobu Baba 来中心
分别作报告：“Ions and proteins at the surface of colloids”和“ Nano- and Quantum-biodevices for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9 月 23 日，挪威科技大学 Prof. Dr. Volodymyr A. Yartys 来中心作报告：“MAGNESIUM-BASED NANOSTRUCTURED
HYDRIDES FOR H STORAGE AND METAL HYDRIDE BATTERY APPLICATIONS: STRUCTURE-PROPERTIES RELATIONSHIP”
。
9 月 23 日，美国斯坦福大学 Dr. Yi Cui 来中心作报告：“Nanomaterials Design for Energy and Environment”
。
9 月 10 日，安捷伦（Agilent）公司的 Dr. Gerald Kada 来中心作报告：
“关于 AFM 在生命科学中的应用的报告”
。
9 月 9 日，美国东北大学 Prof. Lajos (Lou) Balogh 来中心作报告：“Scientific Publishing in Nanomedicine and
Nanobiotechnolog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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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会

会议现场

8 月 29 日下午，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召开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会，安排部
署教育实践活动的各项工作。中心全体党员
以及科技骨干代表等 100 多人参加会议。京
区党委副书记、北京分院教育实践活动督导

组成员王秀琴出席会议。
纳米中心党委书记刘洪海首先介绍了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
，
明确了教育实践活动
的目标任务、实施步骤、组织领导等内容。
王秀琴副书记对纳米中心教育实践活动
实施方案和积极的态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她强调了贯彻落实总体要求、
聚焦作风建设、
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开
门搞活动、坚持领导带头、注重建立长效机
制等六个方面的基本要求。
在督导组的监督下，参会副研以上科研
人员、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对纳米中心领导班
子和领导成员进行了民主测评。
（供稿：综合事务部）

吴晓春研究员荣获“中国标准化十佳研究者”称号
近日，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办的
“第十届中国标准化论坛暨 2013 年度中国标
准化十佳人物颁奖大会”在安徽池州召开，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吴晓春研究员荣获“中国

标准化十佳人物——研究者”奖，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孙晓康副主任和中国标准化协
会纪正昆理事长为其颁发了奖状和奖杯。
（供稿：人力资源部）

张婧、李雁涛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第 53 批)
近日，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公布了
2013 年度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53 批面上
资助获得者名单。中心纳米器件研究室博士

后张婧（合作导师：魏志祥）、纳米材料研究
室博士后李雁涛（合作导师：唐智勇）获得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二等资助。
（供稿：人力资源部）

学术活动
9 月 10 日，中科院大学副校长马石庄教授与大家分享了他的学习札记——题为“青春中国”的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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