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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快讯 

※※※※  
  

上海硅酸盐所在 BiVO4基光阳极材料的设计与应用

研究中取得新进展 

 太阳能光电化学（PEC）裂解水是将太

阳能转化为氢能的一种有效的方法。在众多半

导体光阳极中，BiVO4 由于具有合适的导带、

价带位置和禁带宽度而成为优异的光阳极材

料。BiVO4的光吸收边在 515nm，在 AM1.5 太

阳光下的理论最大光电流密度（Jmax）为 7.5 

mA˙cm-2。然而实际的光分解水电流密度

（JH2O）远小于其理论值，这主要是因为 BiVO4

在光 PEC 分解水的各个过程中存在能量损失。

本期导读 

 基于哈慈木霉代谢物的纳米

硒生物材料在真菌毒素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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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版) 

 可伸缩纳米线探针技术：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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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往的报道，JH2O 可以表示为 JH2O = Jmax × ηabs × ηsep × 

ηtrans 其中ηabs 是吸光效率，ηsep 是电荷分离效率，ηtrans 是表

面空穴转移效率。目前 BiVO4光阳极的ηsep 和ηtrans 低下，且相对过

宽的带隙和不稳定性进一步限制了其光电转换效率的提高和实际应用。 

近日，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合作，

在 BiVO4 基光阳极的设计及其在光电催化裂解水的应用研究中取得新进

展。研究团队采用典型制备纳米结构 BiVO4光阳极的方法，并以氢等离子

体还原技术在室温下制备了还原态的黑色纳米结构 BiVO4 光阳极。黑色

纳米结构 BiVO4 光阳极不仅可以提高电荷传输和分离效率，而且大大拓

展了其可见光的吸收谱域（带隙缩小了 0.3 eV），但该黑色纳米结构 BiVO4

光阳极表面催化效率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且稳定性不佳。另外，采用

传统的产氧催化剂（OEC）负载使得光阳极和催化剂之间的电荷复合非常

严重。为此，该团队通过进一步的实验设计，采用 ALD 技术在纳米结构

的 BiVO4光阳极表面负载无定形的 TiO2，再进一步还原。EELS 结果表明，

这种负载 TiO2的 BiVO4 在还原的过程中，自身同样获得了和黑色纳米结

构 BiVO4相同的还原程度，而无形的 TiO2被还原成了无定形的 TiO2-x。这

种无定形 TiO2-x包覆的还原态 BiVO4 (b- BiVO4/TiO2-x)光阳极的电荷传输

和分离特性与黑色纳米结构 BiVO4 光阳极的特性基本一致。最终的 b- 

BiVO4/TiO2-x光阳极可以实现在低电压下获得比较高的电流密度（3.85 mA

˙cm-2 at 0.6 VRHE），因此，该光阳极取得了 2.5%的偏压转化效率（ABPE）。

进一步研究发现，无定形的 TiO2-x 不仅充当了 OEC 催化剂的作用，而且

还起到了稳定还原态 BiVO4 光阳极的作用，从而实现了 b- BiVO4/TiO2-x

光阳极长久稳定高效的水的裂解。相关研究成果以“Novel black- 

BiVO4/TiO2-x Photoanode with Enhanced Photon Absorption and Charge 

Separation for Efficient and Stable Solar Water Splitting”为题

发表于国际著名能源类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2019（DOI: 

10.1002/aenm.201901287）, 上海硅酸盐所田章留博士和复旦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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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张鹏飞为共同第一作者，上海硅酸盐所黄富强研究员和中国科学

院院士、复旦大学赵东元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 

上述研究工作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

学院和上海市科委等项目的资助。 

基于哈慈木霉代谢物的纳米硒生物材料在真菌毒素

污染控制研究方面取得进展 

近期，国际学术期刊 Toxins 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

研究所武爱波研究组的研究成果“ Degrading Ochratoxin A and 

Zearalenone Mycotoxins Using a Multifunctional Recombinant 

Enzyme”。该研究报道了一种可以同时降解玉米赤霉烯酮和赭曲霉毒素 A

的多功能酶，为食品和饲料中真菌毒素同时降解提供了新的关键酶原材

料。 

玉米赤霉烯酮（ZEN）和赭曲霉毒素 A（OTA）是食品和饲料中的重要

真菌毒素污染，往往同时存在。以往大多数降解酶仅针对单一毒素分子，

而不同毒素分子化学结构、降解反应存在明显差异。因此，迫切需要能

靶向降解多种毒素分子至低毒或无毒代谢产物的多功能生化酶。该研究

参考国内外已有降解酶基因，经密码子优化、改造成新的融合基因，通

过原核表达、分离纯化后获得重组酶。该酶可在 2 h 完全降解 ZEN（pH 7、

35℃）、30 min 完全降解 OTA（pH 7、30℃）；降解产物对不同人源性肝、

肾等细胞无明显损伤。 

2019年 7 月 2 日，国际学术期刊 Food Control 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

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武爱波研究组的研究成果“ Biogenic 

Trichoderma harzianum-derived Selenium Nanoparticles with Control 

Functionalities Originating from Diverse Recognition Metabolites 

against Phytopathogens and Mycotoxins”。该研究报道了基于哈慈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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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代谢物的纳米硒生物材料，能显著拮抗产毒的病原真菌发生，同时也

能减少真菌毒素污染的产生，如链格孢毒素 TeA（83%）和 AOH（79%）、

伏马毒素 FB1（63%）、呕吐毒素 DON（76%）。 

自然拮抗一直被认为是最直接、最安全、最容易被接受的源头防控

方式，木霉是国内外农业生产上长期、广泛应用的生防拮抗制剂。前期

研究通过大规模筛选得到极少数木霉菌株，能同时抑制产毒病原菌与毒

素污染发生；而纳米硒被证明能显著提升植物的抗逆能力。因此，我们

首先基于已发现能显著拮抗产毒菌和毒素的哈慈木霉，阐明其代谢物结

构组成，进而制备出木霉源纳米硒生物材料，发现其能明显抑制病原菌

的发生及毒素生物合成基因表达与毒素产生，并且对不同人源性细胞无

明显损伤。 

上述两项研究为真菌毒素污染控制提供了新思路，研发出了相关酶

制剂、菌剂，并已申报了专利，拟进一步启动相关种植、储藏、加工等

不同阶段示范、联合企业申报行业证书，为后续应用提供理论依据与技

术支撑。相关研究工作得到了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国科学

院的经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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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巴斯德所开发新型抗原/佐剂共递送纳米技术 

 6月 28 日，国际著名学术期刊 Nano Letters 在线发表了中国科学

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钱志康课题组的最新研究论文“ Versatile 

Functionalization of Ferritin Nanoparticles by Intein-Mediated 

Trans-Splicing for Antigen/Adjuvant Co-delivery”。 

蛋白质自装配纳米颗粒拥有结构均一度高、生物兼容性好、可塑性

强等天然性优势，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地被用来整合抗原和佐剂以诱导强

烈持久的免疫应答。然而基于表面修饰功能化纳米颗粒有两个瓶颈：（1）

负载的货物分子可能影响纳米颗粒稳定性；（2）传统的基因融合方法难

以实现在同一个纳米颗粒表面共递送抗原和佐剂。 

为解决上述问题，上海巴斯德所钱志康课题组在国际上首次将内涵

肽 intein 介导蛋白编辑剪切技术应用于修饰蛋白自装配纳米颗粒。新开

发的技术避免了负载蛋白分子对铁蛋白纳米颗粒稳定性的影响，且允许

在同一个纳米颗粒表面以简单、高效、特异的方式共递送抗原和佐剂。

该研究以抗原表位为模型，阐述了抗原/佐剂共递送剂型与其他给药剂型

相比，可诱导更为高效的免疫应答。本论文数据表明蛋白编辑可作为一

种潜力巨大的抗原/佐剂共递送技术，用以增强抗原相关免疫应答。 

广州市妇儿医院和上海巴斯德所联合博后汤书兵、上海巴斯德研究

所公共仪器与测试分析中心电镜平台刘智、上海巴斯德所博士生徐文佳

为论文共同第一作者，钱志康研究员以及广州市妇儿医院周伟主任为论

文的共同通讯作者，周东明研究员、黄忠研究员、王岚峰研究员为该研

究提供了关键性支持。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等项目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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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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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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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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传真 

☆☆☆☆  

可伸缩纳米线探针技术： 让半机器人离我们越来越

近 

来自英国萨里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和韩国延世大学的联合研究团队，

日前攻克了制造可伸缩纳米探针阵列的难题，用超小型三维纳米线晶体

管探针，记录了人类心脏细胞和初级神经元的内部工作情况。这项研究

使机器增强型人类，或科幻小说中所称的半机器人距离现实迈进了一大

步。 

从细胞中读取电子活动的能力是许多生物医学程序的基础，如绘制

大脑活动图谱和神经修复术等。因此，开发一种用于探查细胞内电生理

学的新工具，可以更深入地了解细胞和其组织的网络结构，开拓人机界

面研究的新方向。最新研制的这种超小型 U 型纳米线场效应晶体管探针

阵列，能清晰地记录初级神经元的内部活动，并且该设备还具有多通道

记录能力。 

研究人员认为，超小型、灵活的纳米线探针可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

工具，因为它们可以测量具有振幅的细胞内信号，可以与膜片钳技术相

媲美。由于该设备具有可伸缩的优点，所以它引起的人体不适比较小，

且不会对细胞造成致命损害。通过这项工作，研究人员还清楚地发现尺

寸和曲率是如何影响设备内化作用和细胞内信号记录的。 

研究人员指出，未来人与机器之间出现交集是不可避免的。从长远

来看，这些探测器将会极大提升人类探索人机界面的能力，最终促进人

类研制出先进的高分辨率脑机接口，使半机器人成为现实。 

该研究成果发表于 7 月 1 日出版的《自然·纳米技术》上。（来源：

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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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发射超算纳米卫星，增强在轨数据处理能力 

2019 年 7 月 5 日，欧洲航天局（ESA）在俄罗斯东方港通过“联盟”

号运载火箭发射了两颗小型超级计算纳卫星。此次卫星发射是“通信预

先研究项目”（ARTES）“合作伙伴计划”的任务之一，旨在增强卫星

的在轨数据处理能力。  

这两颗新卫星的研发属于欧洲航天局“先锋计划”的一部分，由美

国卫星分析公司 SpireGlobal 进行设计、制造和测试，并得到了英国航天

局的支持。SpireGlobal 在相关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目前构建了包含 80 颗

纳卫星的星座，对飞船、船只和天气进行全球监测。  

通常，一颗小型卫星每天能收集的数据超过 1T 字节，难以全部下载。

因此需要在轨道上进行分析，以便将有用信息及时提供给客户。此次发

射的卫星上搭载了可扩展的轻型并行超级计算设备，该设备只有鞋盒大

小，通过编程可在轨道上接收和处理数据，筛选出高质量的数据立即传

输到地面。  

ESA“先锋计划”的经理哈利勒·凯比（KhalilKably）表示，部署

在轨数据分析能力是一项必要工作，将得到 ESA 的长期关注与支持。“先

锋计划”的理念是为欧洲和加拿大的各项产业提供低成本、高速度的太

空连接服务。如此一来，一旦他们产生了创新灵感，例如使用 Spire 的卫

星进行超级计算，就能立刻进行在轨试验和验证，从而加快一个点子的

产品化进程。  

SpireGlobal 首席执行官彼得·弗雷兹（PeterPlatzer）表示，这些可

扩展并行超级计算的卫星对下一阶段的地球观测应用至关重要，能促进

全人类的利益。例如，当一场飓风即将来临，使用这种技术能够及时发

出警告，以争取救援时间。（来源：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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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证实芯片级布拉格孤子，光纤传导技术有望突

破 

在现代通信技术中，保持洲际光纤中的信息完整性是至关重要的。

从理论上说，这需要在光纤的收发端对硅基芯片中的光进行操作，以此

确保那些“光子信息包”的波形在传送中不会被破坏。多年以来，科学

家们一直在为这个目标努力，现在终于有了新的成果。 

海啸的波浪 

悉尼大学纳米研究所和新加坡科技大学设计学院合作，首次通过操

控一块硅基芯片上的光波成功地维持了它们的整体波形。这类特殊的波

名为“孤子”，它不仅出现硅片上，也可能表现为海啸那样的规模。不

论规模如何，“孤子”的特征是一致的，不妨用海啸来说明：海啸能保

持着它的波形在海洋中传播数千公里，因此，即使波浪传递到远离源头

的地方，仍会保留着它初始的能量和“信息”。由此可见，孤子是一种

特殊的脉冲，它可以在不改变形态的情况下传播很远，并且能够在碰撞

和相互作用中保存下来。 

光纤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光孤子波在光纤领域被广泛研究，因为孤子

的特性能使数据在不失真的情况下被传送得很远。有一种特殊的“布拉

格孤子”，可用于在芯片上进行高级信号处理。大约在 20 年前，科学家

们使用 80ps 脉冲，在 7.5cm 光纤

光栅中首次发现了它，但还从未

在芯片上发现过，因为硅基芯片

限制了其传播。 

布拉格光栅门控结构 

现在，研究小组在新加坡建

造了一种基于超富硅氮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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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RN）的装置，并为它配置了悉尼纳米公司(Sydney Nano)最先进的光

学工具，最终，这台装置成功证明了硅基芯片上的布拉格孤子的形成和

裂变过程。研究者唐恩·谭教授将这一发现归功于联合使用了 USRN 和

布拉格光栅器件。后者是一种经过轻微修改的硅材料，能产生所谓“布

拉格光栅”，它加工起来十分方便。顺便说一下，“布拉格”这个名字

其实是源于一对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父子。 

目前，这项研究成果已发表在《激光与光子学评论》上，它非常重

要，因为目前大多数通信基础设施仍然依赖于硅基设备来传送信息。通

过控制芯片上的孤子，将会加快光子通信设备和基础设施的速度。研究

人员对此成果的评价也是很高的：“复杂孤子动力学的观察为芯片内光

学信号处理的广泛应用铺平了道路，超越了脉冲压缩”、“这是一个孤

子物理领域的重大突破。（来源：新浪网） 

王中林获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被誉为纳米发电机之

父 

6 月 14 日，2019 年度“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世界科学奖”（Albert 

Einstein World Award of Science）揭晓，西电校友、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先

进材料与纳米科技学院名誉院长、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欧洲科学院院

士王中林斩获这一世界性的大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华人科学家。该

奖项评选委员会评价王中林教授在纳米发电机和自供能系统领域做出了

开创性的重大贡献，认为这一领域“将对人类和我们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产生巨大的利益”，“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改变世界”。 

世界科学奖评选委员会对王中林的科学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他

在纳米发电机和自供能系统研究方面做出了影响深远的开创性贡献，使

人类从环境和生物系统中获取能量这一全新的技术成为现实，并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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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领域“有潜力彻底改变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有望在不久的将

来改变世界”。 

委员会还认为，这些发现和突破已经引发世界范围内学术界和工业界

对纳米能源与自驱动系统技术的兴趣与努力，并认为他发明的海洋蓝色

能源技术，有可能从海浪中获取大量能源以解决世界未来的能源需求，

将对人类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委员会在认可王中林在科技领域贡献的同时，也对他在物理学领域取

得的成果予以充分肯定，认为他首先证明了

纳米发电机起源于麦克斯韦的位移电流，建

立了利用机械能为移动传感器供电的原理和

技术路线图；给出了 2600 年以来首个对摩擦

带电物理学的科学阐释，为摩擦电纳发电机

奠定了理论基础。 

此外，委员会还对王中林的个人品质和

学术水平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他是一位“天

生的领导者，总是非常善良，鼓舞人心，充

满活力，对与他合作的每个人都有积极的影

响”。 

数据统计显示，王中林已经发表论文 1500 余篇，包括 55 篇在

NATURE、SCIENCE 及其子刊上发表的文章；根据 Google Scholar 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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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王中林教授的论文被引用次数超过 20.6 万次，标志学术影响力的 H

指数为 226。（来源：新浪科技） 

 

产业信息 

◇◇◇◇ 

靠疏水基团，纳米海绵“吸走”柴油泄漏 

柴油在开采和运输的过程中，经常会泄漏到水体和土壤中，造成环

境污染。一项新研究有望能快速地清除泄漏的柴油，修复被污染的水体

和土地。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技术生物所吴正岩研究员领导的课题

组，研制出一种可高效去除水体和土壤中柴油的新型纳米修复剂。日前，

国际环境科研领域学术期刊《总体环境科学》发表了该成果的相关论文。 

柴油残留物对环境破坏巨大 

柴油主要包括碳氢化合物（脂肪烃、芳香烃等）、代烃以及其他组分

（含氧化合物、含氮化合物、含硫化合物等）。据统计，每年有大量柴油

在开采和加工过程中跑冒滴漏或在运输过程中产生泄漏进入水体或土壤

中，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柴油进入水体或土壤后，会通过其中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等过程，

不断地被吸附、分解、迁移或滞留。”吴正岩告诉记者，柴油漂浮在水面

上，会阻止氧气进入水体，影响水生态平衡，导致水质下降，不利于水

生生物生长。 

据吴正岩介绍，当柴油进入水体或土壤后，其独特的粘稠性会填充

水体或土壤孔隙，影响水体或土壤的通透性，降低水体或土壤氧气含量，

同时，柴油还会改变水体或土壤的组成、养分和结构，影响水体或土壤

中动植物和微生物的正常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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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重要的是，柴油的主要残留毒害成分具有致癌性，特别是多环

芳烃类属强致癌物，能通过皮肤、呼吸、饮食等方式进入人体，危害人

体健康。因此，柴油污染修复刻不容缓。” 吴正岩说。 

修复柴油污染尚缺有效良方 

 “就目前而言，常用的柴油污染水体或土壤修复技术可分为物理

法、化学法、生物法。” 吴正岩告诉记者，上述这些方法都有相应缺陷。 

“物理法主要包括焚烧法、气相抽提技术、电动修复技术、热脱附

和生物炭吸附技术等。” 吴正岩说，焚烧法易产生二次污染，通常用以

修复小面积水体或土壤。气相抽提技术对沸点较低柴油污染修复效果较

好，但对设备要求较高，成本较大。电动修复操作简便，但对于不溶于

水且不易迁移的柴油组分难以去除。热脱附技术耗时短，去除效果好，

但成本较高，可能引起二次污染。生物炭吸附较其他技术环保，具有较

高的潜在价值，但生物炭难以全部回收。 

吴正岩表示，化学法主要有化学氧化法、萃取法、光催化氧化法等。

化学氧化法利用高锰酸钾、芬顿试剂等将柴油氧化降解去除，但易产生

二次污染。萃取法主要通过相似相溶的原理萃取柴油，主要用于高浓度

柴油污染的修复，但也易造成二次污染，成本较高。 

“除此而外，还有现在比较提倡的生物修复技术，包括植物法和微

生物法。植物修复技术通过根系分泌活性物质分解去除柴油中的饱和烃

等物质，具有成本较低、操作简单、环境友好等优点，但周期较长。” 吴

正岩告诉记者，微生物修复技术利用水体或土壤中的微生物或外源微生

物降解水体或土壤中的柴油烃，具有成本低、经济、绿色等优点，但对

柴油组分不具有普适性。 

低成本“纳米海绵”修复柴油污染可“标本兼治” 

吴正岩课题组以纳米海绵为基础，通过氨基硅油和硅烷偶联剂修饰，

制备出一种新型疏水纳米海绵。实验表明，这种疏水纳米海绵作为修复

剂，可以高效地去除泄漏到水体和土壤中的柴油。 



 —14— 

“这种纳米海绵表面含有大量的疏水基团，可与柴油分子形成分子

间作用力，从而将柴油有效吸附在纳米海绵中，随海绵一起移除水体和

土壤，达到污染修复的目的。”吴正岩说。 

“我们在制备方法上进行了创新，选择具有微纳孔径结构的纳米海

绵，通过氨基硅油和硅烷偶联剂修饰，制备出具有高疏水性和高孔隙率

的疏水纳米海绵，具有成本低、工艺简单、性能稳定等优势。”吴正岩表

示，这种纳米海绵不仅可以去除水体中的柴油，而且可以铺在土壤表面，

阻止柴油进入土壤，也可放在土壤中控制柴油的迁移和扩散，且易回收，

因此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来源：科技日报） 

纳米光电显示技术标准化工作组成立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6 月 27 日，全国纳米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纳

米光电显示技术标准化工作组”（SAC/TC279/WG10）正式成立，启动会在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召开。 

 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永舫表示，纳米光电显示技术（或称“量子点显

示技术”）具有色域广、色纯度高等优点，是极具发展潜力的新型显示技

术。随着技术逐步成熟、产品不断落地、市场逐步扩大、产业逐步完善，

中国的纳米光电显示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且已有产业基础和代表

性商用产品。但目前 ISO、IEC、ITU 三大国际标准化组织均未开展与量

子点光电显示技术相关的国际标准。 

 据介绍，量子点显示技术作为纳米功能材料的重要落地应用领域，

质控标准、检测/评测标准、材料规格标准等的建立可推动相关行业的快

速健康发展并提供技术支撑。纳米光电显示技术标准化工作组的成立，

旨在围绕纳米光电显示技术中以纳米光电功能材料及以其为技术核心的

组件开展标准化工作，助力我国纳米光电显示技术的研发和行业产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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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发展，为我国优势新型显示技术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推广提供标准化

技术支撑，助推产业企业发展。 

 第一届组长由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庞代文担任，他介绍说，本届

的工作计划将重点关注全国纳米光电显示技术标准化发展规划，开展重

要纳米光电显示技术标准化的项目研究及标准研制，承担对口国际纳米

技术标准化委员会 IEC/TC113 和 ISO/TC229 中与纳米光电显示技术研究

和应用领域相关的技术工作等。 

 全国纳米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纳米光电显示技术标准化工作组”

秘书处设在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工作组副组长、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中科

院纳米标准与检测重点实

验室主任葛广路介绍说，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作为全

国纳米技术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秘书处挂靠单位，

ISO/TC229 和 IEC/TC113

的国内对口秘书处单位，

搭建纳米光电显示技术标

准化平台，在做好领域内

国家标准的基础上，一定

能做好衔接，推动我国企业提案并主导能体现我国技术水平并推动产业

发展的国际标准。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李永舫，中国科学院长

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张洪杰，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

究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欧阳钟灿，西北工业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黄

维，浙江大学教授彭笑刚 5 位专家担任工作组顾问。来自纳米光电显示

技术标准化工作组的参会委员、专家代表、相关企业的 50 多位专家与会。

（来源：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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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信息   

 

国内外微/纳米会展信息汇萃 

（2019 年 8月） 

时间 地点 会议名称 

8/4-8/8 镇江，中国 

Conference on Manipulation, 

Manufacturing and Measurement on the 

Nanoscale (IEEE 3M-NANO) 

8/4-8/9 Andover, USA 
Nanoporous Material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8/11-8/16 Hong Kong, China Nano-Mechanical Interfaces  

8/14-8/16 南京，中国 
Conference on Nanotechnology and 

Materials Science (NANOMS2019) 

8/19-8/20 Lisbon, Portug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anotechnology: Fundamentals and 

Applications (ICNFA'19) 

8/22-8/23 Barcelona, Spain 
Congress & Expo on Biotechnology and 

Nanotechnology 

8/26-8/27 Melbourne, Australia NanoTech and Nanobiotechnology 

8/26-8/27 Bangkok, Thailand 
Advanced Nano Research and Nano Tech 

Application 

8/29-8/31 London, UK Nano Congress for Future Advanc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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