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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快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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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药物所发现相变温度及刚性调控脂质体药物载

体克服生理屏障的机制   

2019 年 3 月 5 日，《美国科学院院

刊》（PNAS）以“Temperature and rigidity 

mediated rapid transport of lipid 

nanovesicles in hydrogels”为题，在线报

道了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和国家纳米

中心合作的最新研究成果。该研究为理

性化设计脂质体作为药物递送系统提供

了新视角和新思路。 

本期导读 

 上海硅酸盐所举办第二十一

期“东生讲坛”  中科院院士

洪茂椿作报告（见第 3版） 

 搭建“高速公路”，提高可拉

伸半导体的性能（见第 8版） 

 纳米线的生产实现了高度可

控（见第 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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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质体由于其诸多优点在药物递送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目前上市

的有盐酸阿霉素长循环脂质体和两性霉素 B 脂质体等 10 余种产品。尽管

脂质体已经被成功地应用到药物治疗领域，但其药物递送效率依然有待

进一步提升。如何合理设计制备脂质体药物载体，使其能够有效克服多

重生理屏障并精准地将药物分子递送至靶组织靶细胞，尚有待深入研究。 

药物所甘勇研究员和国家纳米中心施兴华研究员团队根据不同种类

的磷脂分子组成的脂质体在不同温度下具有固态—凝胶态—液态的相转

变性质，以及脂质体在不同物态下表现出的力学差异性，提出了用相变

温度调控脂质体刚度并进一步影响其在生物凝胶中扩散的思想。研究发

现，磷脂的组成决定了脂质体的相变温度，且相变温度与脂质体刚度正

相关，即相变温度越高脂质体的刚度越大。结合高分辨显微镜观测和分

子模拟技术，研究者对脂质体在黏液屏障中扩散的三维运动方式和力学

机制进行了解析，发现具有不同相变温度的脂质体在扩散过程中会产生

不同的形变。当相变温度接近于环境温度时，脂质体具有适宜的刚度，

可以形变成“类棒状”结构，能够高效地克服黏液屏障。而相变温度太

高的脂质体不具备形变能力，相变温度太低的脂质体会因形变过大而陷

于黏蛋白网格中。研究人员设计了可高效克服胃肠道多重生理屏障的脂

质体递药系统，口服给药后大鼠体内胰岛素的相对生物利用度可达到

13.7%。该研究揭示了相变温度及刚性调节脂质体克服多重生理屏障的机

制，为高效脂质体递药系统的理性化设计提供新思路。 

该研究工作是在甘勇研究员和施兴华研究员的指导下，分别由双方

所在课题组的俞淼荣博士、田发林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宋文艺等人协作完

成，同时得到了布朗大学高华健教授（美国工程院、科学院院士，中国

科学院外籍院士）的指导建议。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中科

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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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具有不同相变温度和刚度的脂质体大鼠口服灌胃后的体内输运方式及药物递送效果 

上海硅酸盐所举办第二十一期“东生讲坛”  中科院

院士洪茂椿作报告 

3 月 11 日上午，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举办了第二十一期“东

生讲坛”，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

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洪茂椿作为主讲嘉宾，为上海硅酸

盐所近 300 名科研人员和研究生作了题为“高功率荧光陶瓷 LED 照明关

键材料与技术集成”的学术报告。上海硅酸盐所所长宋力昕，副所长杨

建华、王东、董显林等出席讲坛，讲坛由董显林主持。董显林代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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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酸盐所向洪茂椿院士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感谢，并简要介绍了讲坛设

立的相关背景。 

报告中，洪茂椿院士从项目研究背景、透明陶瓷激光材料、荧光陶瓷

LED照明材料和千瓦级LED照明技术集成四个方面阐述了其研究团队利

用透明荧光陶瓷突破技术瓶颈和国外专利壁垒，自主研发千瓦级 LED 光

源的研究历程。中科院福建物构所高功率荧光陶瓷 LED 照明关键材料与

技术打通了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成功实现产业化，使 LED

进入大功率照明市场，进而使传统照明的全替代成为可能。洪茂椿院士

在报告中强调做科学研究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

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报告内容丰富精彩，对与会科研人员和研究生的科

研工作以及研究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相关体制机制探索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报告会后，宋力昕代表上海硅酸盐所向洪茂椿院士赠送了纪念证书，

洪茂椿院士为“东生讲坛”第二十一期讲座签名留念。   

洪茂椿院士 1978 年毕业于福州大学化学化工系，1981 年获中科院福

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硕士学位，1998 年获日本名古屋大学化学系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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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美国、英国、日本、中国香港等地做访问学者。先后担任中国科学

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筹建组

组长。现任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重

点新材料研发及应用”重大项目总体专家组成员、新型显示及其关键材

料专家组组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功能导向晶态材料结

构设计和可控制备”专家组组长。洪茂椿院士主要从事纳米材料、无机

功能材料、新材料与器件研究，2002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06

年获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奖，2010 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化学奖，

2010 年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2011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003 年当选中科院院士，2005 年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发表论文

400 余篇，申请国际专利 6 项，国内专利 32 项，已获授权 22 项。 

上海烯望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举行石墨烯创新论坛暨

产品发布会 

烟花三月，万象更新。在这生机勃勃、春意盎然的美丽时节，2019

（第五届）石墨烯/碳纳米材料制备技术及终端应用创新论坛在中科院上

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微系统所）拉开帷幕。石

墨烯是一种二维晶体，石墨的层间作用力较弱，容易剥离形成石墨片，

当把石墨片剥成单层之后，这种只有一个碳原子厚度的单层就是石墨烯，

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最薄、最硬、透光最好、导电最快、导热最强的

材料，被誉为“材料之王”，在能量储存、光电系统、海水淡化、航空

航天、传感检测、生物科技、智能穿戴等领域可发生颠覆性变革，因此，

在世界各地，尤其是美国、欧洲、日本不惜投注巨资加以研究和利用。

我国也将石墨烯列入“十二五”、“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计划，并列入国家重点专项规划和科创板重点支持 6 大产业，成为引领

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指引和战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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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石墨烯，江苏悦达集团、上海微系统所和丁古巧团队三方于 2018

年 3 月共同出资成立上海烯望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烯望科技），

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位于上海微系统所嘉定园区内。烯望科

技借助上海微系统所的科研平台和江苏悦达集团产业、市场资源优势，

以一流的人才队伍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合理的激励机制促

进高效研发。通过自主开发和投资并购实现稳定快速发展，力争成为国

际知名的石墨烯材料及其应用解决方案供应商。 

为了推动石墨烯行业上下游联动，推动近年来最具商业潜力的终端

应用快速、健康发展，3 月 13-15 日上海烯望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易贸商

务联合举办 2019 年（第五届）石墨烯/碳纳米材料制备技术及终端应用创

新论坛。本次会议邀请了国内外石墨烯/碳纳米材料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

业，包括石墨烯生产设备企业、石墨烯生产制造企业、石墨烯下游应用

产品开发企业，也邀请了国内外顶级专家做了精彩报告。中科院上海微

系统所、中科院宁波材料所、浙江大学等科研机构，悦达投资、东旭光

电、宝泰隆等上市企业，陕煤集团、中石油、海科集团等国内知名企业

纷纷派人参加、现场布展。石墨烯行业知名专家谢晓明、刘兆平、高超、

贾玉秋、古月文志等进行了专题演讲。本次会议具有以下鲜明特点：1、

研发与产业对接。权威科研院所、高端石墨烯/碳纳米材料制备、实力终

端应用企业齐聚一堂，深入探讨石墨烯/碳纳米材料应用难题；2、产品与

市场对接。精品展台展示、全方位、开放式宣传企业产品，形成展洽供

需对接平台；3、专家与学者对接。高质量主题报告分享，优势政策解读，

最新技术创新、终端应用突破、对面交流、激情碰撞；4、革故与鼎新对

接。领域专题,新技术、新应用助力行业快速发展，重点挖掘，深入交流，

共同探寻石墨烯/碳纳米材料的产业化发展之路！经过两天的专题论述和

实地调研观摩，与会专家认为，石墨烯行业发展已进入理性、有序阶段，

石墨烯的应用已批量、专业性、大众化展开，其终端产品已渐渐进入寻

常百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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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成立一周年之际，烯望科技举行了隆重的产品发布会。烯望

科技继承了上海微系统所一流的科研成果和悦达投资在石墨烯方面的产

业积累，定位于研发型企业，提供石墨烯解决方案作为技术输出/技术服

务产品，本次产品发布会主要展示了石墨烯材料规模化制备、石墨烯智

能面膜和石墨烯电热膜等三方面产品。在石墨烯材料规模化制备方面，

提供吨级氧化还原石墨烯生产线、物理剥离石墨烯生产线、电化学石墨

烯生产线，根据客户下游应用需求提供全方位的解决方案和技术支持。

在石墨烯智能面膜方面，以石墨烯改性纤维为基础，制造石墨烯黑色面

膜布，印制特殊电路，并通过 App 控制智能主机的输出，让爱美女士产

生奇妙的脸部按摩、拍打及电灸体验，享受石墨烯面膜远红外和轻微生

物电流带来的智能护肤之旅。未来烯望科技还将开发石墨烯加热面膜、

石墨烯量子点透明面膜等高科技美容产品，全面拓展石墨烯美妆事业。

在石墨烯电热膜方面，烯望科技依托自主可控的高质量石墨烯材料规模

化制备、石墨烯浆料制备、复合电加热浆料制备等核心技术，已经实现

了多款石墨烯电热膜产品，特别是高柔性低电压的电热产品，具有优异

的电热转化效率和红外辐射特性。在产品发布的最后环节，烯望科技总

经理丁古巧博士明确提出烯望科技要掌握石墨烯核心技术，提供石墨烯

解决方案，成为石墨烯行业领导者。 

海外传真 

☆☆☆☆  

微小纳米材料晶可像有机物一样发生异构化转化 

研究人员于 Science 发表研究成果，发现无机材料可以像有机物一

样，发生异构化转变。 

以往人们认为，较大的纳米颗粒以相变的形式发生转变，而该团队

通过高能同步加速器研究发现，足够小的尺度上，纳米材料可以与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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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发生反应，实现两种同素异构结构间的迅速转化，转换速度甚至超

过光速。 

该研究成果未来可能应用于电脑或传感器的开关、量子计算以及作

为生成更大尺寸纳米材料的种子。 

 搭建“高速公路”，提高可拉伸半导体的性能 

休斯顿大学的科学家研制出一种低成本、可伸缩半导体，它是由金

属碳纳米管掺杂到橡胶半导体的表面制作而成，具有较高的载流子迁移

率。 

研究发现，将微量的碳

纳米管掺入聚二甲基硅氧

烷复合材料（P3HT）橡胶

半导体中，有利于提升载流

子迁移率。这正如余存江教

授所描述的“高速公路”，

加速了半导体中的载流子

输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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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教授表示，未来将进一步提升载流子迁移率，构造更加复杂、分

层且高度集成的数字电路。 

新型成像技术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分辨率捕获量子粒

子的运动 

特拉维夫大学的科研人员开发的新成像技术能够在超短时间内以纳

米尺度捕获 2D 材料中激子的运动。 

在光线影响材料的第一时刻，这一技术对于窥测材料的反应是非常有

用的。这次测试开辟了新的机会来可视化和操纵许多其他物质系统在其

他光谱范围内的超快响应，有

助于科研人员发现许多分子

振动的中红外范围。 

研究人员现在计划将多

个 2D 材料组合在一起，进一

步探索控制半导体波速度的

方法。 

研究发现维生素 C 有助于金纳米线的生长 

美国莱斯大学发现维生素 C 可以使金棒状生长成细金纳米线。 

该过程可控可逆且只在一维度进行，金纳米棒通过表面活性剂CTAB

氧化，可致尖端选择性溶解，再通过维生素 C 还原实现表面金离子的生

长，其适用于超长纳米线的制备，也适用于其他金属纳米棒。 

这种金纳米线有望为光学和电子应用提供可调的等离子体特性；增

强其在传感、诊断、成像和治疗应用方面的价值。 



 —10— 

研究人员在基于石墨烯的纳米级电子产品上取得了

新突破 

来自丹麦的一组研究人员解决了制造基

于石墨烯的有效纳米电子学的最大挑战之一：

在不破坏电气特性的情况下，将石墨烯划分为

纳米级尺寸。 

石墨烯只有原子厚度，极易破坏性质。丹

麦技术大学和奥尔堡大学的科研人员突破了

这一挑战。 

他们通过控制石墨烯的能带结构、设计表

现形式，发现量子电子效应可存在密集图案

中。可定制石墨烯的电子特性朝着创造尺寸极小的新电子产品迈出了一

大步。 

科学家推出了更好用的基因编辑工具 

维克森林再生医学研究所科学家已经找到了一种更好的方法来提供

DNA 编辑工具，以缩短细胞中编辑蛋白的存在，提高基因编辑的安全性。 

CRISPR / Cas9 是一种酶，可以在特定位

置切割两条 DNA 链。但 CRISPR / Cas9 不是

100％准确，可能会切断意外的位置。因此，

科学家们通过结合纳米粒子递送策略的瞬时

表达特征，同时保留慢病毒载体的转导效率，

可用于各种基因组编辑。 

该方法不仅可以提高安全性，还可以避

免对编辑蛋白的免疫反应，这可以提高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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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编辑效率，这种方法对研究和临床应用非常有用。 

新型“纳米镊子”可在无损活细胞条件下提取 DNA

链 

科学家最新研制的显微等级纳米镊子可以改变科学家对疾病的了

解，并开发新的治疗方案。 

研究人员揭开了这种纳米等级镊子的神秘面纱，它的宽度比人类头

发直径细 2000 倍。它们的工作原理是利用电流捕获分子，在没有损害任

何分子部分的情况下，将分子从活细胞中抽出来。 

科学家称这一最新进展是他们工具箱的“重要补充”，可以帮助他

们更详细地研究患病细胞。他们指出，这将改善专家如何开发治疗严重

疾病的方法，并最终有效改善生活质量。 

这项研究是由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负责，揭示这个 50 纳米宽的微

型镊子如何改变科学家研究人体最小部位的方式。1 纳米是 1 毫米的百万

分之一，人类头发平均直径为 10 万纳米。 

到目前为止，细胞必须被杀死或者破裂，才能移除和提取 DNA 等较

小成分。这种纳米镊子是由一根带有两个电极的玻璃棒构成，电极采用

类似石墨的碳基材料制造。 

纳米镊子可以插入一个活细胞中移除内部部分，例如：作为细胞动

力源的线粒体。在双向电泳过程中，电流被用于捕捉研究人员想要提取

的任何物质。 

在双向电泳中，粒子被电流拉向两个方向时，本质上会产生磁化。

所有粒子在相同程度上会被电场吸引，这就是为什么头发会朝向静电气

球竖立起来，并且头发会自然地向最强电源方向移动。 

通过使用两个电源，科学家可以使用纳米镊子将 DNA 或者线粒体悬

浮起来，就好像它是两块磁铁之间的一块金属。这一过程不会破坏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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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锋利的微型玻璃工具意味着可以在不破坏细胞的情况下移除细

胞。 

研究人员亚历克斯• 伊万诺夫（Alex Ivanov）博士说：“这些纳米

镊子对于工具箱是一个‘重要补充’，可用于操控单个细胞以及细胞组

件。通过在分子等级上研究活细胞，我们以前所未有的空间分辨率，在

多个时间点从同一位置提取单个分子。” 

这可能会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细胞过程，以及为什么相同类型细胞

彼此之间会有很大差异。其中一个实例是如何从神经细胞中提取线粒体，

神经细胞需要大量能量，所以存在大量线粒体，移除线粒体可以揭示神

经退行性疾病（例如：多发性硬化症）患者的细胞变化。 

同时，移除人体 DNA 将帮助科学家在不同类型细胞中寻找致病变化

和突变，这项研究报告发表在《自然纳米技术》杂志上。 

 

产业信息 

◇◇◇◇ 

纳米线的生产实现了高度可控 

EPFL's Laboratory of Semiconductor Materials 研究人员已经找到了一

种在硅表面生产纳米线的高度可控的标准化方法。 

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高度可控和完全可重复的生产纳米线的方法。此

方法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纳米线。

通过改变孔的直径与高度比，研

究人员可以完美地控制纳米线的

生长方式。在正确比例下，纳米

线会在孔边缘周围固化以避免非

垂直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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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的生产技术将有助于开发出更多纳米线产品，促进纳米线的

研究与应用。 

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无毒的可再生材料，可作为防火

涂料保护木材 

Grunlan 与瑞典斯德哥尔摩

KTH 皇家理工学院的一组研究人

员合作，由 Lars Wagberg 领导，成

功开发和实施涂层可以为包括软垫

家具，纺织品和绝缘材料在内的材

料提供更好的防火保护。该集团专

门开发利用纳米纤维素，为 Grunlan

提供了补充其水基涂层程序所需的成分。 

使用这种方法所获得的好处包括涂层能够为塑料薄膜（通常用于食

品包装）创造优异的氧气阻隔性，并且比传统上使用阻燃处理的其他更

有毒的成分以更低的成本获得更好的防火保护。 

为了测试涂层，Grunlan 和他的同事应用了柔软的聚氨酯泡沫 ——

通常用于家具垫 ，并使用丁烷火炬将其暴露于火中，以确定化合物提供

的保护水平。 

虽然未涂覆的聚氨酯泡沫在暴露于火焰时会立即熔化，但用研究人

员涂层处理的泡沫可以防止火焰比表面水平更严重地损坏，使泡沫保持

完好无损。随着研究的完成，Grunlan 表示整个阻燃项目的下一步是将这

些方法转变为工业实施和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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