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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快讯 

※※※※  

上海硅酸盐所召开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生物材料化学

信号、微纳米结构及力学特性对非骨组织再生诱导作

用及其机制研究”项目中期汇报会 

9 月 12 日，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生物材料化学信号、微纳米

结构及力学特性对非骨组织再生

诱导作用及其机制研究”项目中

期汇报会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

盐研究所召开。上海硅酸盐所作

为项目牵头单位，联合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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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硅酸盐所召开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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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诊疗纳米药高度杀伤癌细胞（见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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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苏州大学、东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共同承担该

项目。项目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邵正中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九人民医院蒋欣泉教授、南通大学杨宇民教授，上海硅酸盐所所长助

理、科技发展部部长闫继娜，科技综合处副处长刘军以及项目组各课题

团队成员约 30 人出席会议。会议由项目负责人上海硅酸盐所常江研究员、

项目专家组组长邵正中教授主持。  

闫继娜代表上海硅酸盐所向与会专家和各课题团队的到来表示欢

迎，同时表示作为项目牵头单位将全面落实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管理办法

的要求，认真做好项目管理和服务工作，保障项目的顺利实施，希望与

会专家对项目实施进展情况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常江研究员以及各课题负责人分别向与会专家汇报了该项目两年来

取得的研究进展。项目组完成了中期既定任务指标，围绕生物材料的化

学组分、微纳米结构以及力学特性的精确控制，设计开发了 14 种分别适

用于皮肤、血管、神经和纤维环组织的具有不同化学信号、微纳米结构

和力学特性的新型生物材料，采用单一细胞培养—多细胞共培养—动物

模型的层次递进方式揭示了不同材料信号对非骨组织再生的诱导效应规

律及其分子机制的影响。基于上述研究成果，研究团队近两年来在

Immunity ， ACS Nano ， ACS Applied Materials &Interfaces ， Acta 

Biomaterialia，Science Advances 等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第一标注项

目号论文 27 篇，其中影响因子大于 10 的论文 5 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7 项，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1 项并获得授权。  

与会专家认真听取了该项目及其各课题的中期汇报，对项目组取得

的研究成果予以充分肯定，同时就项目围绕的关键点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希望项目组各课题间及课题参与单位间进一步加强研究的协同合作，进

一步明确研究主线及各课题间的关系，建议考虑选择主要的几种材料为

对象，研究清楚其化学信号、结构信号和力学信号对细胞分化和非骨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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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再生的诱导效应规律及其分子机制等。会后，项目组各课题团队成员

也结合专家意见和建议，就如何系统、全面地开展下一步研究工作进行

了深入讨论，寻找已有研究间可能的协同合作。 

上海硅酸盐所组织召开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纳米光催

化大气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与示范应用”项目中期检查

预备会 

日前，由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牵头承担的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纳米光催化大气污染控制技术研究与示范应用”项目中期检查预备

会在上海召开。科技部高技术中心基础研究处车子璠，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谢毅，苏州大学副校长路建美，中国科学院大连

化学物理研究所申文杰研究员，上海市科委社会发展处处长郑广宏，上

海交通大学纳米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何丹农，复旦大学杨

新教授等专家，上海硅酸盐所副所长董显林，所长助理、科技发展部部

长闫继娜，科技综合处副处长刘军及项目组人员约 30 人出席会议。会议

由孙静研究员主持。 

董显林代表上海硅酸盐所对科技部领导及各位专家的到来表示欢

迎，并希望各位专家对项目执行以来取得的研究进展提出宝贵建议，帮

助项目凝练亮点成果。车子璠结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期检查办法

的总体要求，介绍了“纳米科技”专项 2016 年立项项目中期检查的具体

方案，并对未来项目组织工作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孙静研究员首先汇报了项目的中期进展情况，各课题负责人就课题

中期进展作了详细汇报。与会专家、领导认真听取了工作汇报，一致肯

定了项目牵头单位自项目实施以来的管理和协调工作，对项目组提前完

成多项任务指标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强调在项目中期总结中应进一步

凝练项目的亮点成果，侧重突出各课题研究对项目亮点成果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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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指出该项目为示范应用类项目，在后续研究工作中应注重基础科研成

果与示范应用的统筹协调。会后，项目组成员就专家提出的建议进行了

深入讨论。 

在该次会议基础上，项目组进一步凝练亮点成果、完善检查资料，

更加有针对性地组织检查事宜。在 8 月底科技部高技术中心组织的中期

检查会上，该项目受到了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并顺利通过中期检查。 

上海硅酸盐所组织召开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新型有机

/无机杂化纳米靶向药物”项目中期检查预备会 

日前，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纳米科技”专项“新型有机/无机杂化纳

米靶向药物”青年项目中期检查预备会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召开。科技部高技术中心基础研究处项目主管安琴友、上海市科委基础

研究处副处长李力雄、上海硅酸盐所所长助理、科技发展部部长闫继娜

等出席。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赵建龙研究员、纳米

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何丹农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

人民医院郑元义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吴蓉教授、复旦

大学陈红红研究员、上海理工大学朱钰方教授、上海硅酸盐所刘宣勇研

究员应邀作为项目组专家出席会议。该项目由上海硅酸盐所作为牵头单

位，联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华东理工大学共同承担。  

闫继娜代表上海硅酸盐所对与会领导和专家参加项目中期检查预备

会表示感谢，并希望各位领导和专家提出更多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指导

项目组进一步凝练亮点成果。安琴友介绍了“纳米科技”专项 2016 年立

项项目中期检查的具体方案，并对未来项目组织实施工作等提出了建设

性意见和建议。  

项目负责人上海硅酸盐所陈雨研究员向与会领导和专家汇报了项目

组取得的中期研究进展和任务完成情况，并就项目后续研究计划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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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作了汇报。项目组圆满完成了中期既定任务，以新型有机/无机杂化

介孔有机硅基纳米靶向药物的设计、制备和组成/结构参数调控为主线，

系统地研究了介孔有机硅纳米药物的生物降解特性和其在肿瘤高效靶向

治疗中的应用。相关研究成果在 Nature Commun.，Chem. Soc. Rev.，J. Am. 

Chem. Soc.，Adv. Mater.，Nano Lett., Adv. Funct. Mater.，ACS Nano，Small，

Biomaterials 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40 余篇（其中影响因子大于 10 的学术

论文 16 篇）。研究团队中的骨干成员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

基金、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上海市东

方学者特聘教授、上海市卫生系统银蛇奖、上海市卫生系统优秀学科带

头人计划等各类项目资助和荣誉称号。  

与会领导和专家认真听取汇报，对项目组取得的研究结果予以充分

肯定，认为项目完成情况超出预期。同时也就项目围绕的关键点提出了

包括进一步关注标准化降解的评价体系和分子机制研究，重点关注材料

的中长期生物安全性评价，结合临床应用需求系统地研究药物的药代动

力学、药理学和靶向治疗等在内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项目组成员认真

听取了专家意见，并就如何开展后续合作并进一步取得突破性成果进行

了研讨。通过项目中期检查预备会，有助于项目组更具针对性地组织开

展中期检查准备工作，进一步凝练项目组已取得的亮点成果、完善中期

检查资料，更好地迎接和完成中期检查，推动项目的顺利实施和高效开

展。 

海外传真 

☆☆☆☆  

半导体工艺中大规模集成纳米材料的方法 

如何将纳米材料自下而上集成在工业半导体制造工艺中是纳米电子

器件研制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IBM 巴西研究院的科研人员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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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利用大尺寸石墨烯通过电场辅助在预定位置沉积纳米材料的方法，

并首次证明了可通过带电石墨烯使纳米材料沉积在固体表面任何所需的

位置，完好率可达 97%，覆盖表面积超过 1 平方毫米，为自下而上的纳

米材料集成开辟了一条工业规模应用的途径。 

石墨烯是能够导

电和传播电场的最薄

材料，可以通过设计石

墨烯的形状和图案来

决定纳米材料的放置

位置，可以使用电场将

纳米材料放置在石墨

烯片上。这种结构化的

石墨烯层可通过转移或合成预先制备在标准基板上，在纳米材料完成沉

积后可非常容易地移除。以这种方式使用石墨烯能够在晶片规模和纳米

精度下集成纳米材料，不仅可以在特定的纳米级位置沉积材料，还可以

在多个沉积位置并行进行，这意味着大规模地集成纳米材料已成为可能。

为了展示该方法的广泛适用性，IBM 团队在基板的预定义位置上组装了

典型的零维、一维和二维半导体，并将它们集成到了纳米电子器件中。IBM

已 为 该 方 法 申 请 到 专 利 ， 编 号 为 [US9412815B2] ， 相 关 论 文

《Graphene-enabled and directed nanomaterial placement from solution for 

large-scale device integration》已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期刊上发表。 

诊疗纳米药高度杀伤癌细胞 

正在兴起的抗肿瘤纳米技术使得研究人员可以将药物靶向输送到肿

瘤组织，减少药物在关键器官中的富集，以此降低副作用。这就促使了



 —7— 

研究人员开发具有治疗药物和成像试剂的纳米载体，使得肿瘤治疗和肿

瘤可视化合二为一。 

近日来自俄罗斯下

诺夫哥罗德国立罗巴切

夫斯基大学的研究人员

就将放射性核素钇 -90

（90Y）标记的上转换纳

米颗粒（ upconversion 

nanoparticles，UCNP)和

靶向性毒素联合起来进

行肿瘤治疗。研究结果

显示这种复合物可以治

疗HER2阳性的乳腺癌，

同时这种治疗诊断复合

物在体内外都具有良好

的治疗效果和成像效果。 

这个复合物的核心是一个 UCNP，这是一种常用的诊断试剂，它可

以将组织穿透能力强的近红外光（near-infrared light ，NIR）转变为紫外

或可见光，而 NIR 是 UCNPs 最有价值的性质。这个新的诊疗复合物携带

两个毒性模块——90Y 和靶向毒素 DARPin-PE40，二者可以通过不同的

机理对肿瘤细胞进行杀伤。 

肿瘤的特点之一就是细胞异质性。利用单一药物治疗肿瘤的疗效往

往不佳，此外还会诱导产生耐药性。而这个新设计的诊疗复合物具有作

用机理不同的两个毒性模块，因此可以更强有力的治疗异质性的肿瘤，

同时减少药物耐药性的发生。 

通过瘤内注射这个诊疗复合物，研究人员发现它可以抑制小鼠体内

肿瘤的生长，这是由于两种药物可以长期停留在肿瘤中，同时肿瘤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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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吸收大剂量的离子射线。研究人员表示这先研究表明不同疗法的有

效联合治疗将为肿瘤治疗带来新希望。 

多元合金纳米颗粒的新合成方法 

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和理化学研究所组成的研发小组新开发了“原子

混合法”，能在极微小的纳米颗粒中，以不同的比例和组合混合多种金

属元素。利用这种方法，首次成功合成了分别混合 5 种和 6 种金属的多

元合金纳米颗粒。 

以往的方法在合成多元合金纳米颗粒时，最多只实现过 3 种金属的

均匀合金化。而利用此次开发的“原子混合法”，不仅合成的金属元素

种类多，而且，如果将纳米颗粒的尺寸和混合比例也考虑在内，就可以

实现非常多的组合，有助于形成新的物质群和开拓新领域。另外，利用

该方法还有望开发出目前尚未发现的新型功能材料。 

研发小组此次开发了能在粒径约 1nm 的极微小纳米颗粒中，以不同

的比例和组合自由混合 5 种以上金属的“原子混合法”。这种方法把具

备树状规则结构的树形聚合物作为铸模使用，在树形聚合物结构中导入

多种金属离子，通过化学还原这些金属离子来合成多元合金纳米颗粒。

此次首次成功合成了混合 5 种和 6 种金属的合金纳米颗粒。利用“原子

混合法”合成合金纳米颗粒时，可以精确控制颗粒尺寸和合金混合比例。

而不采用树形聚合物的普通方法很难控制颗粒尺寸和混合比例，会出现

金属之间相互分离的现象。研发小组利用本次研究开发的“原子混合法”，

成功合成出控制了尺寸和比例的多元合金纳米颗粒，这在以前是很难实

现的。利用该方法还可以混合正常情况下无法混合的金属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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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元素周期表上的元素有 118 种。如果把颗粒中的元素组合和比

例也考虑在内，存在无限大的组合。利用这种新方法，有望发现以前未

研究过的未知物质群和开拓新领域。另外，将来还可能从这些未知物质

群中开发出新的功能材料。 

纳米尺寸的单轴旋转型分子轴承 

东京大学的研发小组发现，纳米尺寸的碗状分子能在管状分子中围

绕 1 个轴旋转（单轴旋转）。这种单轴旋转现象是在固体试料中观测到

的。今后有望用于新的分子机器设计。 

研发小组此前制作过结合使用“球”和“管”的分子轴承，此次发

现，结合“碗”和“管”，能实现单轴旋转这种定向运动。由“碗和管”

构成的分子轴承是自行组成的，芳香族氢和芳香族π电子之间的相互作

用“CH-π氢键”合计有 10 个参与了该构成。 

氢键在自然界中常被用作固定分子之间的位置和距离的键，通过此

次的研究成果确认，结合多个氢键可以实现分子的旋转运动。这个发现

与一直以来的常识正好相反，即“在固体中或者分子间的相互作用较多

时，由于分子的位置被固定，分子应该是静止的”。 



 —10— 

此次，研发小组利用被称为 CH-π氢键的新氢键，成功在外形似管的

管状分子中捕获了外形似碗的碗状分子。由此发现了纳米尺寸的小轴承。

碗状分子是名为碗烯的分子，管状分子由研发小组自主设计和合成，是

碳纳米管结构的一部分。 

图为分子轴承的分子结构，在该结

构中，随着球代表的氢原子（灰色）在

碳原子管（红色）中滑动，中央的碗（蓝

色）能够旋转。氢原子和碳原子的接触

点由名为 CH-π氢键的新氢键构成。虽

然 CH-π氢键在氢键中也属于相互作用

比较弱的，但此次的分子间存在 10 个

CH-π氢键，因此碗状分子被牢牢捕获在

管状分子中。尽管单个 CH-π氢键的力

量很弱，但通过采用多个，其相互作用

加在一起，整体就会形成较大的相互作

用。 

韩国科学家研制铜纳米墨水新材料 

韩国顺天乡大学（Soonchunhyang University）的研究者正在用绿色

激光束处理铜纳米墨水，以用来打印价格更为便宜的集成电路。 

在这篇发表于美国物理研究所的《AIP Advances》学术期刊上，科

学家解释说金属墨水由纳米颗粒组成，与大块金属相比其有点是熔点较

低。 

为探索这种材料的局限性，以权桂斯（音译，Kye-Si Kwon）为首的

研究团队用市售的氧化铜纳米颗粒油墨以两种速度旋涂在玻璃

(1372, 4.00, 0.29%)上，从而获得两种不同厚度的材料。然后，在烧结之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quote.html?code=FG0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future/quote.html?code=FG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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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他们在大约 200℃的温度下对材料进行预先烘烤以蒸发墨水中的溶

剂。 

 

烧结原理是，铜纳米颗粒在 150℃～500℃而不是一般的 1083℃温度

下熔融，然后这些纳米颗粒可以结合而粘结在一起。 

在试验过程中，当进行烧结时，研究人员还利用了功率在 0.3～0.5

瓦，扫描速度必须在 100 毫米/秒或低于 10 毫米/秒的激光束。结果表明，

烧结可以使厚度最多可减少 3/4。 

科学家们认为，这种厚度可使得薄膜打印技术与传统技术相比更为

高效，因为这样可以提高铜电路的导电性能。 

 

产业信息 

◇◇◇◇ 

美国公司宣布推出首款经济上可行的石墨烯增强轻

质混凝土 

美国 Urbix Resources 公司宣布推出首款经济上可行的石墨烯增强轻

质混凝土，根据 Urbix 的说法，这一成就代表了行业的突破。据称，该技

术是 Urbix 公司与世界上最大的轻质混凝土生产商之一合作设计，Urb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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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解决方案可以提高材料性能，但成本低于目前轻质混凝土替代品。 

目前是石墨烯行业第一家开发混凝土应用的企业。 

Urbix 公司的研发团队创造了 Graphenesque 石墨烯添加剂，据报道，

添加到混凝土中后测试其抗压强度提高了 33％，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

32％，成本比目前市场上最好的轻质混凝土替代品低 16.6％。 

最终，必须与任何现有技术，特别是石墨烯产品相比较的是，添加

剂的成本和使用添加剂后性能提升带来的收益。“ Urbix 主席

NicolasCuevas 解释说。“到目前为止，这种成本和收益是阻止石墨烯进

入商业产品的真正障碍。” 

“我们的轻型混凝土解决方案的材料性能很好，”Urbix 首席营销官

AdamSmall 说。“但是，低成本和大规模的能力使这一成就如此深远。

通过利用我们现有的全球石墨开采关系，我们提供近乎垂直的整合，这

对于任何进入石墨烯领域的公司来说几乎都是强制性的。“ 

这种添加剂的制造方式类似于 Urbix 公司的专有净化工艺，目前正

在凤凰城地区开发一家全面的工厂。在中试生产中，预计到 2019 年年底，

该厂将能够每月生产 100 公吨以上的混凝土外加剂。作为参考，这一数

量将足以生产 10，000 至 40，000 公吨的新型 Urbix 增强轻质混凝土。这

一生产数字将在 2020 年后大幅提高。  

目前，测试和认证仍在继续。Urbix 和他们的同事预计他们将在 2020

年将这项技术推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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