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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快讯 

※※※※  
  

第五届“纳米之星”创新创业大赛暨长三角科创板潜

力企业选拔赛决赛圆满落幕 

2019 年 6 月 4 日，第五届“纳米之

星”创新创业大赛暨长三角科创板潜力

企业选拔赛决赛在上海虹桥国家会展中

心成功举行。本届大赛由国家纳米科学

中心、国家纳米科技产业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上海科学院、长三角区域合作办

公室指导，上海市纳米科技与产业发展

促进中心、同济大学创新创业学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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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定谔的猫有救了！物理学

家通过新方法预测量子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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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浦东科创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创徒科技创业服务有限公司主办，上海

纳米技术协会、上海中小企业品牌促进中心，上海时空展览有限公司承

办。 

本次大赛旨在带动、发掘一批纳米领域具有突出发展潜力的创业企

业和团队，并通过项目路演展示、精准匹配资源等手段，筛选、锤炼出

一批优秀的种子企业和项目，实现人才、技术与产业、资本等要素的深

度融合，助推将科技优势直接转化为创业资源、发展动力。” 

上海科学院院长秦文波，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国家纳米科技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任红轩分别向大赛致辞。 

上海科学院院长秦文波 

 

秦文波院长首先肯定了纳米技术在高科技变革中所起的核心作为，

以及产生的大量的科技成果，并希望通过此次大赛能够沟通如何促进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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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成果的转化，共同推动产业化，使科技成果转化为人类进步的推动力。

秦院长表示，此次大赛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一方面是一群优秀的创新创

业代表带着他们的创新成果与投资人进行对接，打通“科技成果”和“科

技金融”的对接通道；另一方面是抓住“科创板”设立的契机，聚焦各

类创新资源，帮助和培育一批优质的、在未来经济社会、科技发展和国

际竞争中具有生命力的纳米科技型企业和人才，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

纳米技术能够成为重要的板块。他还希望将来能够进一步加强互动和合

作，争取在纳米科技领域打造“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国家纳米科技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秘书长任红轩 

 

任红轩秘书长首先回顾了中国纳米科技的成长历程，指出在该领域

中国已经有了一大批项目走向了产业化进程，到了临门一脚的时候，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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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油门”再发力一下，就有可能取得非常重要的进展，让我国在面对

国际科技战中有更多的底气。同时，他还表示纳米领域的市值很大，但

有一些核心的东西还没有牢牢把握，除了继续进行相关研究外，还需要

把各种要素、资源集合起来，共同把产业做大、做强。最后借助本次大

赛，他也希望投资人能够给予进一步的推动，使纳米技术的相关产品变

成商品，充分挖掘出纳米科技的商业价值。他坚信只要我们坚持的走下

去，我国的纳米科技产业一定会走向辉煌。 

本次大赛从报名到决赛历时 2 个月，经过初赛的选拔，最终共有 27

个项目杀入决赛，包含 13 家企业和 14 个团队，涵盖纳米技术在“新材

料”、“新能源”、“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应用。 

 

上海市纳米科技与产业发展促进中心李小丽博士 

大赛由上海市纳米科技与产业发展促进中心李小丽博士主持。决赛

当天，参赛队伍按照企业组和团队组进行比赛，以抽签的形式安排上场

顺序，现场一共邀请了 7 位评委专家。每个参赛选手从行业背景、产品

方向、商业模式和融资需求等多个维度进行项目路演，陈述完毕后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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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之进行提问，除了肯定项目发展的同时，他们还站在自身专业的角度，

对各项目可能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疑问，并给予相关的建议与意见，

帮助企业取得更好发展。 

经过一整天激烈角逐，这些纳米技术硬科技企业获得了投资人的青

睐。此外，参赛选手更是拿奖拿到手抽筋，捧回重量级奖杯和获得 1-5

万不等的奖金。 

决赛现场共评选出企业组和团队组三等奖各 3 名、二等奖各 2 名，

最终上海英佛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高致密度高寿命复式碳化钨

基稀有金属陶瓷涂层材料”和相变存储器研发团队的“高速低功耗相存存

储器”2 个项目脱颖而出，分别荣获企业组、团队组一等奖。评委专家们

还通过集中评议产生“技术领先奖”、“商业模式奖”、“投资价值奖”单项奖

各 1名。 

虽然上海赛区已经落幕，但是在本次决赛中获得一、二等奖的企业

和团队接下来还将参加国家总决赛，期待他们再获佳绩！本次大赛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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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已成定局，但对参赛选手而言，比赛的过程也是受益匪浅。在比赛结

束现场，选手们纷纷表示，这是一场纳米技术交流的盛会，不仅能接触

到优秀的同行和先进的技术，而且还有纳米科技领域的专家为大家把关、

指导，真正学到了很多，也锻炼了自己的能力。 

本次大赛的成功举行，将进一步加快纳米科技领域科技创新和成果

转移转化，通过行业专家、产业资本和风险投资者的慧眼挑选，通过科

技和金融相结合后的再一次孕育，将一颗颗尚是纳米技术的璞玉逐步雕

琢成晶莹剔透的美玉，造福于人类和社会的进步。 

上海药物所设计高效止血和受损血管靶向性的立方

体纳米材料 

心肌梗塞和脑卒中等血管相关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在世界范围内

均很高，但由于血液循环系统复杂的血液动力学，损伤血管部位的靶向

递药仍面临巨大挑战。研究表明，纳米载体的形状影响其体内命运和生

物功能，与球形纳米载体相比，非球形纳米粒子对血管表面有较强的粘

附能力；立方体纳米粒的特殊功能有待研究和确认，至今鲜见立方体结

构的纳米制剂研究报道。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张继稳课题组发明了一种立方体的纳米材料

——GS5-MOFs，以药用辅料环糊精组装成立方体的纳米粒，经功能化修

饰后，对活化血小板、受损血管具有高度的靶向性，且不会诱导正常状

态的血小板活化，对正常的血液循环系统没有影响。体内小鼠断尾模型

的研究结果表明，GS5-MOFs 可以靶向出血损伤部位，将小鼠的出血时间

和失血量降低 90%，而同等剂量的球形环糊精纳米海绵（GS5-NSs）只能

将出血时间降低 23%，失血量仅降低 7%。此外，GS5-MOFs 对小鼠体内肠

系膜血栓的靶向效率是球形 GS5-NSs 的 3 倍，说明 GS5-MOF 纳米载体的

立方体形状对血管靶向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立方体的 GS5-MOF 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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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高效的止血剂，同时作为药物载体，对失控性出血、动脉粥样硬化和

脑卒中等血管相关疾病的靶向诊疗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有望提高溶栓

药的治疗效果，减少毒副作用。 

此研究成果于2019年4月13日以封面论文形式发表在Theranostics

上。该研究由博士研究生何亚平等完成，苏勇研究员、李海燕博士参与

研讨、指导；研究工作得到了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XDA12050307）、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6YFE0125100）、中国科学院药

物创新研究院自主部署科研项目（CASIMM0120182001）和国家自然科学

基 金 （ 81573392 、 81430087 ） 的 资 助 。 全 文 链 接 ：

http://www.thno.org/v09p2489.htm 

 

立方体的 GS5-MOFs靶向出血部位，实现高效止血 

   

http://www.thno.org/v09p248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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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环境所在反渗透脱盐领域取得新进展 

反渗透脱盐技术能利用海水，地下水或其他废水水源产出淡水资源，

是目前解决全球水资源短缺最有效的途径之一。然而传统的聚酰胺反渗

透复合膜在使用过程中所需能耗大，水通量小，截盐低，抗污染性能差。

为减少成本，降低脱盐能耗，制备具有高渗透选择性，抗污染的反渗透

膜是关键所在。近年来，二维纳米片层材料的发展对于反渗透复合膜的

制备和改性提供了新的途径。具有原子级别厚度的二维材料对于膜表面

分离层结构，机械强度，表面亲水性，表面电荷，电荷密度和膜表面粗

糙度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基于此，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膜科学与技术研究组（张凯松

研究团队）通过超声辅助溶剂剥离的方法大量制备了类石墨烯二硫化钼

纳米片层材料。所剥离的二硫化钼纳米片层具有纳米级别厚度（2.2 nm），

层数在 2-3层，并具有较强的电负性。研究进一步以聚砜超滤膜为基膜，

将制备的纳米片层添加在油相，通过含间苯二胺单体的水相和含均苯三

甲酰氯单体的油相之间的界面聚合反应成功制备了反渗透纳米复合膜。

透射电镜表征证明了纳米片层很好地分散在聚酰胺层基质中和膜表面。

与普通膜和商业膜（BW-30）相比，所制备的反渗透纳米复合膜具有更高

的水通量和盐截留率以及良好的抗蛋白污染性能。主要是因为纳米复合

膜表面的亲水性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同时具有较强电负性的二硫化钼纳

米片层使膜表面对于盐离子和带负电的污染物具有更强的静电排斥作

用，从而实现了对反渗透复合膜通量和截留率的同步提升，以及较好的

抗污染能力。该研究表明通过具有特殊性能的二维纳米片层材料修饰的

反渗透复合膜有望能成为下一代高性能脱盐反渗透膜。 

研究成果以 Thin film nanocomposite reverse osmosis membrane 

modified by two dimensional laminar MoS2 with improved 

desalination performance and fouling-resistant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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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题发表于国际期刊 Desalination, 454 (2019) 48-58。博士生李意为

第一作者，城市所张凯松研究员和比利时鲁汶大学 Bart Van der Bruggen

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该研究得到了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

(132C35KYSB20160018)。 

    

 

  反渗透脱盐图 

我首次实现纳米级单体磁化实验测量 

中科院强磁场科学中心薛飞研究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非特定形状

纳米样品单体磁化过程的实验测量。研究团队提出并实现一种新的纳米

样品转移组装方法，使用一台自主研制的动态悬臂梁测磁装置，成功观

测到了纳米颗粒样品中的单磁畴变化。研究成果日前在线发表于《物理

应用评论》上。 

动态悬臂梁测磁装置利用灵敏悬臂梁，测量样品磁性变化时伴随的

样品角动量变化。由于其工作原理的特点，对待测样品的形状和导电性

均没有特殊要求，是一种非常有应用潜力的小样品磁表征技术。此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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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范围该领域内，由于缺乏有效的纳米样品转移和组装方法，动态悬臂

梁测磁学实验研究的对象局限于一维的纳米线和纳米管。 

纳米磁性结构在很多研究和工业领域都具有重要应用，如拓扑磁性、

低维磁性、高密度磁记录，磁传感器和生物医学应用。在这些研究和应

用中，纳米磁性结构的磁各向异性、矫顽力、饱和磁化的定量分析是十

分重要的。受限于磁探测灵敏度，商用振动磁强计无法分辨单个纳米样

品磁矩变化。要获得足够的信号强度，商用振动磁强计需要同时测量几

百万个样品，只能得到这些纳米样品的平均性质和参数。因此，要深入

研究纳米磁性，就需要对单个纳米样品的磁性进行表征。 

薛飞研究团队实现的纳米样品转移组装方法，利用聚焦离子束（FIB）

—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双束系统和纳米机械手，能够可靠地将任意形

状纳米样品有效转移至用于超灵敏扭矩探测的微纳悬臂梁上。使用该技

术，研究团队成功探测到了直径小于 100 纳米的单个纳米样品中的磁畴

翻转，实现的对磁矩探测灵敏度达到了 1×10-15emu 量级，比商业振动磁

强计灵敏度好 1000 万倍。（来源：新华网） 

 

海外传真 

☆☆☆☆  

薛定谔的猫有救了！物理学家通过新方法预测量子跃

迁 

著名的“薛定谔的猫”是量子叠加性和不可预测性的象征，而耶鲁

大学的研究人员找到了一种能够“捕获”和“拯救”这只“猫”的方法，

通过预测其跳跃动作采取实时行动，从而将其从厄运中拯救出来。在研

究过程中，他们推翻了量子物理学界多年来的基柱性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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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发现让研究人员能够建立一套提前预警系统，预测含有量子信

息的人造原子即将发生的“跳跃”动作。宣布此项发现的报告发表在 6

月 3 日的在线版《自然》期刊上。 

 “薛定谔的猫”是一个著名悖论，阐释了量子物理中“叠加”的概

念（即相反的两种状态可以同时存在）和不可预测性。这个悖论是这样

的：一只猫被放在一个密封的盒子中，盒子里有一个放射源，还有一种

毒药。若放射性物质有一个原子发生衰变，就会释放毒药。量子物理的

叠加理论认为，在有人打开这个盒子之前，其中的猫既是活的，又是死

的，即处于两种状态的叠加态。一旦打开盒子、观察到了猫的死活，其

量子态就会立即改变，变成“死”或“活”中的一种。 

量子跃迁是指，量子态被人观察到时发生的离散（非连续）、随机

的变化。 

此次实验在耶鲁大学教授米歇尔·德沃雷特（Michel Devoret）的实

验室中开展，由主要作者兹拉特科·米奈弗（Zlatko Minev）提出，首次

对量子跃迁的真正运作机制进行了考察。而结果令人大吃一惊，与丹麦

物理学家玻尔的著名理论背道而驰。该研究结果显示，与之前认为的不

同，量子跃迁的发生既不突然、又不随机。 

对电子、分子、或含有量子信息的人造原子（又称量子比特）等小

物体来说，量子跃迁是指从一个离散的能态突然转移到另一个能态。在

研发量子计算机时，研究人员必须解决量子比特的跃迁问题，因为量子

跃迁代表着计算错误。 

深奥难解的量子跃迁理论最早由玻尔于一个世纪前提出，但一直到

上世纪 80 年代才在原子中被观察到。 

 “我们每次对一个量子比特进行测量，都会发生这种跃迁。”德沃

雷特表示，他是耶鲁大学应用物理和物理学教授和耶鲁量子研究所成员，

“量子跃迁从长期来看，是无法进行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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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米奈弗补充道，“我们还是试试看，是否有可能对

即将发生的跃迁发出预警信号。” 

米奈弗指出，此次实验是受了奥克兰大学教授、量子轨迹理论的先

驱霍华德·卡迈克尔（Howard Carmichael）所做的一项理论预测的启发。 

除了其产生的巨大影响之外，此次发现还可能代表着，我们对量子

信息的理解和控制取得了重大进展。研究人员表示，可靠地管理量子数

据和实时纠错是研发量子计算机过程中的关键挑战。 

此次耶鲁团队利用了一种特殊方法，对一个超导人造原子展开间接

监测，利用三台微波发射器，对密封在一个用铝制成的 3D 空腔中的原子

进行辐射。这种双重间接监测方法由米奈弗提出，让研究人员能够以从

未有过的高效率观察原子。 

微波辐射能够在人造原子被观察到的同时、对其进行激发，造成量

子跃迁。而这些跃迁发射的微弱量子信号能够被放大，不会因室温造成

损失。在此次实验中，这些信号可以得到实时监测，让研究人员能够及

时发现检测光子（即由受微波激发的原子的振荡态释放出的光子）的突

然消失。检测光子的消失便是即将发生量子跃迁的预警信号。 

“此次实验显示，尽管受到了

观察，但量子跃迁的一致性有所

增加。”德沃雷特指出。米奈弗

也补充道：“利用这一点，我们

不仅能及时捕捉到量子跃迁，还

能逆转它。” 

研究人员表示，这一点非常

关键。虽然从长期来看，量子跃

迁的发生显得离散而随机，但逆转量子跃迁意味着，量子态的演变从部

分程度上来说是一种确定性的、并不随机的特性。量子跃迁的起点虽然

随机，但总是以同一种可以预测的方式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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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原子的量子跃迁有点类似火山爆发。”米奈弗指出，“从长

期来看完全无法预测，但只要监测方法得当，我们肯定能探测到灾难即

将发生的信号，并及时采取行动。” 

此次研究的其他共同作者还有耶鲁大学的罗伯特·舍尔考夫（Robert 

Schoelkopf）、尚塔努·蒙德哈达（Shantanu Mundhada）、希亚姆·山卡

尔（Shyam Shankar）和菲利普·莱因霍德（Philip Reinhold），奥克兰大

学的里卡多·古铁雷斯·豪瑞吉（Ricardo Gutiérrez-Jáuregui），以及

法国计算机科学与自动化研究所的玛兹亚尔·米拉西密（Mazyar 

Mirrahimi）。此次研究由美国陆军研究办公室支持，是耶鲁大学量子研

究取得的最新进展。耶鲁大学的科学家们正在研发量子计算机的第一线

奋斗，已经在利用超导电路的量子计算机领域做出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

（来源：新浪科技） 

金纳米粒子可激发“人工光合作用” 

美国一项最新研究以金纳米粒子为催化剂，成功地用绿光激发“人

工光合作用”，将二氧化碳和水转变成碳氢化合物。可液化的碳氢化合

物易储藏和运输，适合用作太阳能储能媒介。 

由于化学动力学方面的障碍，现有的光化学技术不易将二氧化碳转

换为碳氢化合物，有些技术只能利用高能紫外线而不是可见光。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佩恩分校研究人员日前在英国《自

然·通讯》杂志上发表论文说，他们开发的新技术利用了金纳米粒子的

特性，能高效吸收可见光中的绿光，不需要紫外线、高温环境或电能输

入。 

研究人员使用一种起辅助作用的离子液体，充入二氧化碳至饱和状

态。浸在液体中的金纳米粒子表面会产生富含电荷的环境，有利于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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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碳分子，促使其发生反应。实验生成了多种含 1 至 3 个碳原子的

碳氢化合物，包括甲烷、乙烯、乙炔、丙烷和丙烯等。 

在反应中，金纳米粒子扮演的角色类似于植物叶绿素。不过研究人

员承认，该技术的反应效率远不如叶绿素。他们下一步将调整催化剂属

性以提高效率，并寻求实现大规模生产的办法。（来源：新华网） 

金纳米颗粒有望让基于 CRISPR 的基因疗法治疗

HIV 感染和血液疾病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来自美国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的研究人

员通过简化将基因编辑指令递送给细胞的方式，朝着让基因疗法变得更

加实用的方向迈出了一步。通过使用金纳米颗粒替换灭活病毒，他们安

全地在 HIV 和遗传性血液疾病的实验室模型中递送基因编辑工具。相关

研究结果近期发表在 Nature Materials 期刊上。 

这是第一次使用装载 CRISPR 的金纳米颗粒来编辑稀有但功能强大

的造血干细胞亚群中的基因，其中造血干细胞是体内所有血细胞的来源。

这些携带 CRISPR 的金纳米颗粒成功地对造血干细胞中的基因进行编辑，

而且没有毒副作用。 

虽然人们能够更快地和更容易地让CRISPR对基因组进行基因修饰，

但是它仍然存在挑战。让细胞接受 CRISPR 基因编辑工具涉及施加较小

的电击，这能够破坏甚至杀死细胞。如果需要精确的基因编辑，那么必

须设计额外的分子来递送它们，这又会增加成本和时间。 

金纳米颗粒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替代品，这些因为这些微小球体（大

约是食盐粒度的十亿分之一）的表面允许其他分子容易地粘附在它们上

并保持粘附。 

论文第一作者、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Reza 

Shahbazi 博士说，“我们设计了金纳米颗粒，它们能够快速地跨过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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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避开试图破坏它们的细胞器，并直接进入细胞核中进行基因编辑。”

7 年来，他一直在研究用于药物和基因递送的金纳米颗粒。 

Shahbazi 利用纯化的以液体形式装在一个小实验室瓶子里的实验室

级金制成金纳米颗粒。他将纯化的金与导致单个金离子形成微小颗粒的

溶液混合在一起，随后他们测量所形成的颗粒的尺寸。他们发现特定尺

寸---19 纳米宽---是最好的，这是

因为它足够大、足够粘，能够将

基因编辑工具添加到这些颗粒

的表面上，同时又足够小，可以

被细胞吸收。 

通过包裹在这些金纳米颗

粒上，Adair 及其团队添加了下

面的基因编辑组分： 

（1）一种称为 crRNA 的分子向导，起着遗传 GPS（全球定位系统）

的作用，可将 CRISPR 复合物引导到基因组中遭受切割的位点上。 

（2）CRISPR 核酸酶蛋白，通常被称为“基因剪刀”，可以切割 DNA。

最常用的 CRISPR 核酸酶蛋白是 Cas9。但是，Adair 团队还研究了 Cas12a

（以前称为 Cpf1），这是因为 Cas12a 在 DNA 中进行交错切割。他们希

望这可以让细胞更有效地修复切割，同时将新的遗传指令嵌入细胞中。

Cas12a 优于 Cas9 的另一个优点是它仅需要一个分子向导，鉴于金纳米颗

粒的空间限制，这一点是很重要的。Cas9 需要两个分子向导。 

（3）有关进行基因变化的指令（“ssDNA”）。 Adair 团队选择了

两种免受疾病的遗传性基因变化：CCR5 可阻止 HIV 感染，γ血红蛋白

可阻止镰状细胞病和地中海贫血等血液疾病。 

（4）聚乙烯亚胺涂层聚集在这些金纳米颗粒的表面上，使得它们携

带更多的正电荷，这能够让它们更容易被细胞吸收。这是对让细胞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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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编辑工具的另一种称为电穿孔的方法进行改进。在电穿孔中，给细

胞施加较小的电击，让这些细胞接受外来的遗传指令的进入。 

这些研究人员随后分离出细胞表面上携带着蛋白标志物 CD34 的造

血干细胞。这些 CD34 阳性造血干细胞含有产生整个血液和免疫系统的造

血祖细胞。 

通过在实验室培养皿中观察人造血干细胞，这些研究人员发现他们

的装载着基因编辑工具的金纳米颗粒在加入后 6 小时内被细胞自然摄取，

并且在 24 到 48 小时内能够看到基因编辑发生。他们观察到相比于更常

用的 Cas9 CRISPR 蛋白伴侣，Cas12a CRISPR 蛋白伴侣更好地对细胞进

行基因编辑。 

在这些研究人员将这些经过基因编辑的细胞注射到小鼠模型体内 8

周后，基因编辑效应达到顶峰；注射 22 周后，这些经过基因编辑的细胞

仍然存在。他们还在这些小鼠模型的骨髓、脾脏和胸腺中发现了这些经

过基因编辑的细胞，这表明这些器官中发生细胞分裂的血细胞能够发挥

治疗作用，无需再对这些小鼠进行治疗。 

Adair 说，“我们相信我们有两种良好的候选疾病---HIV 感染和血红

蛋白病---虽然我们也正在评估其他的疾病---以及如何产生更大的遗传变

化，在这些疾病中，较小的遗传变化能够产生重大影响。下一步是增加

基因编辑在每个细胞中发生的程度，这绝对是可行的。这将让它更接近

成为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在这项新的研究中，这些研究人员报道 10％到 20％的造血干细胞发

生了基因编辑，这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开端，但是他们的目标是 50%或以

上的细胞发生基因编辑，他们相信这将有很大的机会对抗这些疾病。（来

源：生物谷 Bio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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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顶尖大学首任华裔校长、纳米领域科学家：逯高

清 

在华裔教授逯高清的身上有着多个标签，他既是著名的材料化学和

纳米技术专家、澳大利亚历史上最年轻的两院院士、三度入选澳大利亚

工程师学会百位最有影响的杰出工程师、凤凰周刊《影响世界未来 50 华

人榜》，同时也是英国排名前十的萨里大学首任华裔校长！ 

做学术的基本能力 

作为纳米材料及化学领域的国际知名科学家，逯高清对推动材料科

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据统计，逯高清是全球 150 位高被引双料科

学家之一。迄今为止，他在相关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 500 余篇，并获得

20 多项极具工业应用潜力的国际专利。 

逯高清在功能纳米材料如分子筛、碳材料、纳米膜技术以及吸附与

催化领域的研究成果，享誉国际。其"中孔 MCM41 分子筛的改性与表征"

自发表以来被 SCI 引用 158 次（编注：据《神州学人》2005 年的报道）。

国际同行的评价是："逯高清和他的研究组在中孔材料的合成、表面修饰

化学研究方面的成果，为其在异相催化、分离科学、量子点和线、气体

探测等领域的应用开辟了良好的前景。"此外，"他在层柱粘土方面所做的

研究也是富有开创性和引人注目的 。" 

对于获得的成绩和荣誉，逯高清始终有一颗平常心。他觉得成功没

有秘诀，对于做科研的学者来说，个人的努力是基本的，在此基础上，

尤其是做学术，要具备做学术的基本要素：洞察能力、好奇心和分析能

力，这是根本。 

做领导者的条件 

在做好学术之后能否领导别人，逯高清认为：“领导力有天生的，

也有后天培养的。想做好一个领导，第一个条件就是不要自私，必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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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团队的利益和大家的利益。第二个非常重要

的就是交流能力，要不能交流就不能了解别人想

什么，也不能把你的想法传输给别人，取得别人

的支持。第三个就是必须要有前瞻性视野，要看

得比别人远，激起别人的努力和激情去为达到这

个目标去工作。最后一点是幸运，是天时地利人

和力的‘天时’、也是机遇，须要敏感知道这是

一个机遇，要去抓，这一点取决于平时的修养、知识面。所以幸运不是

完全被动的东西，而是通过阅历、修养主动提高抓住机遇的机会和可能

性。”  

重视交叉学科研究 

逯高清认为，随着全球性挑战的出现，交叉学科研究变得极其重要。

科学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因此需要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团队合作，

才能取得真正的突破或影响。不同的专业知识整合到一起，可以推动新

兴领域的进步，或是解决涉及多方面的问题。比如，纳米技术就是一个

交叉学科领域，涉及化学、生物学、物理学和工程学方面的知识。 

逯高清认为，科学、工程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可能会带来新颖甚至

革命性的想法。此外，通过交叉学科训练，将研究和教育结合起来，还

会训练出一支能够用更具创新性的方式应对科学挑战的科研队伍。他鼓

励年轻科研人员突破学科界限，研究和自己专业相关，乃至不甚相关领

域的问题。 

逯高清，1963 年 11 月出生，山东省广饶县大码头乡北堤村人。1983

年毕业于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钢铁冶金专业，1986 年在东北大学

获得硕士学位，1991 年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获得化学工程博士学位。

2002 年当选为澳大利亚工程院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2013 年当选为澳大

利亚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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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英国萨里大学（University of Surrey）校长 (2016 年 4 月)，成为

改革开放后中国留学生中首位出任英国排名前十大学校长的人。此前，

逯高清教授曾先后担任过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主管研究交流 (2008 年

起）和主管科研的副校长（2009 年起），以及常务副校长（2012），也

是澳洲大学历史上首位华裔副校长。（来源：东方网、神州学人、知识

分子、东北大学校友会等，中国粉体网） 

 

产业信息 

◇◇◇◇ 

Nawa 的碳纳米管超级电容器将开始大规模生产 

法国创业公司 Nawa Technologies 的创新型超级电容器可快速充电并

提供理想的功率密度，随时准备在汽车、电动工具和航空等行业中脱颖

而出。在筹集了超过 1000 万美元之后，这家

法国公司的超级电容器将开始大规模生产。

这款超级电容器能够在不到 20 秒的时间内

为一辆电动汽车充满电。 

与电池相比，它们的能量密度并不大。

但与其他超级电容器相比，它们的碳纳米管结构储存的能量增加了五倍。

对于更长期的储存来说，它们可能是无用的，因为每天损耗的能量可能

达 10%-20%。然而另一方面，其充电周期可以高达 100 万次，这在可能

测试标准电池极限的温度和环境范围内非常耐用，如太空、高温钻井或

海底。 

现在，Nawa 公司宣布已筹集资金并制定计划，以便在未来 12 个月

内将这些产品投入批量生产。由于从新投资者和现有投资者那里筹集了

1000 万美元的资金，Nawa 将在其位于法国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的工厂投

入一条超级电容器生产线，该工厂将于年底前投入使用，预计每月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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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达到每月 10 万个。该公司表示，目前

全球超级电容器市场规模目前约为 5.6

亿 美 元 ， 但 预 计 未 来 五 年 将 增 长

400%-600％。 

Nawa 将首先瞄准制造领域，其中用

于仓库的超级电容器驱动的手动工具和

自动导引车可以或多或少地消除充电停机时间并且提供数十年的使用。

（来源：cnBeta.COM） 

会展信息   

 

国内外微/纳米会展信息汇萃 

（2019 年 7月） 

时间 地点 会议名称 

7/3-7/5 Seoul, South Korea Nano Korea 2019 

7/7-7/12 
Les Diablerets, 

Switzerland 
Spin Dynamics in Nanostructures 

7/8-7/10 Prague, Czech Republic 
EuroSciCon Conference on 

Nanotechnology 

7/11-7/12 Zurich, Switzerland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 Research 

7/12-7/17 Newry, ME, USA Plasmonics and Nanophotonics 

7/14-7/20 Prague, Czech Republic 
Frontiers of Quantum and Mesoscopic 

Thermodynamics 

7/14-7/20 Granada, Spa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osites 

or Nano Engineering (ICCE-27) 

7/21-7/26 Würzburg, German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Science 

and Application of Nanotubes and 

Low-Dimensional Materials (N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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