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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 

空心结构介孔氧化硅的可控制备与药物输运 

 

二、项目简介 

本项目属于新材料领域、低维无机非金属材料学科。 

在癌症等重大疾病的化学治疗中，疗效低、毒副作用大是致命缺陷。药物输运系统

（DDS）是最有希望解决这一缺陷的方案之一，其中载体是 DDS 的关键。传统的有机载

体存在化学和生物稳定性较低、结构与形貌不易调控等问题。介孔氧化硅纳米颗粒

（MSNs）具有可调的孔道结构、高的生物安全性和稳定性及易表面改性等特点，是当前

最有希望能大幅提高化疗疗效、降低药物毒副作用的载体材料之一。但是，能满足静脉

药物输运且具有高药物载量 MSNs 的可控制备及药物输运控制是新型 DDS 构建中必须

解决的难题。 

该项目通过对 MSNs 进行空心化设计，赋予其高药物装载能力和内腔多功能化等优

点；基于模板法与化学自组装原理发展创新合成方法，得到尺寸与结构可调、单分散等

可满足静脉注射要求的空心结构介孔氧化硅纳米颗粒（HMSNs）；发展创新的 pH 响应

机制，实现药物的控制释放，为提高药效、降低毒副作用奠定基础；通过 DDS 的磁性功

能化设计，为实现肿瘤的诊断、治疗一体化提供新的纳米材料平台。 

 

重要科学发现 

1. 发展出壳层具有贯通孔道 HMSNs 的创新合成方法： 提出微乳液软模板协同组装机

理，采用硅源自模板和有机软模板方法，国际上最早合成壳层具有贯通介孔结构的 HMSNs；

提出氧化硅刻蚀化学原理，发展出 “基于结构差异选择性刻蚀”创新方法，制备系列壳层具

有贯通孔道，尺寸、形貌与分散性均一可控的 HMSNs，满足药物输运对载体粒径、单分散

性和生物相容性的要求。介孔药物载体研究先驱 M. Vallet-Regi 教授认为“无规则形貌介孔

氧化硅的药物装载能力相对低、药物释放不稳定，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合成壳

层具有贯穿孔道的空心结构介孔氧化硅纳米材料来完成”。 

2. 提出基于 HMSNs 的药物响应控制释放新策略：发现以 HMSNs 为新型药物载体，药

物装载量达 1000 mg/g 以上，是当时介孔材料药物装载量的最高值；提出介孔孔道表面功

能化改性方法，实现基于 HMSNs 的药物缓释性能调控；提出聚电解质分子基于静电作用

在 HMSNs 表面层层自组装的策略，实现药物的 pH 值和离子强度响应可控释放，为实现药

物的定点释放提供可行的依据。意大利科学家 M. Pagliaro 认为 “Shi 和同事通过介孔空心

球外多层聚电解质的包覆，展示了一种漂亮的药物控释解决方案”。 



3. 构建磁性功能化 HMSNs 的肿瘤诊断、治疗一体化平台： 采用创新的多层包裹--刻蚀

等方法，国际上最早成功制备出内核为磁性颗粒的 HMSNs。这种磁功能化的 HMSNs 兼具

磁共振成像和药物输运功能，为实现肿瘤的诊疗一体化提供了新的思路。澳大利亚两院院

士 Max Lu 教授认为：“刻蚀方法是制备铃铛型磁性介孔氧化硅纳米结构最直接的合成方法”。 

8 篇代表性论文他引总计 2581 次，单篇最高他引 865 次。在 “mesoporous silica 

nanoparticles and drug delivery”领域该项目发表的论文数量和研究论文引用率均为国际

上最高（Web of Sciences, 2001-2016）。相关工作入选 2005 年度两院院士评选的中国十

大科技进展。1 人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 人获中科院院长特别奖、2 人分获中科院

和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 

 

三、客观评价 

本项目的研究始于 2001 年，工作重点集中在空心结构介孔氧化硅纳米材料的可控

合成及其药物的装载与缓/控释特性和多功能化研究。已在 J. Am. Chem. Soc., Angew. 

Chem. Int. Ed., Nano Lett., ACS Nano 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138 篇，其中 8 篇代表性

论文他引总计 2581 次，单篇引用最高达 865 次；12 篇入选 ESI 高被引论文；相关工作

入选 2005 年度获两院院士评选的中国十大科技进展。在国际上引领关于 HMSNs 的相

关研究，并产生很大影响。 

国际上著名材料学家如澳大利亚两院院士 Max Lu、意大利科学家 M. Pagliaro、美

国科学家 S.Minko、国际上首次报道介孔材料药物释放行为的西班牙科学家 M.Vellet-

Regi、我国著名介孔材料学家赵东元院士等在 Chem. Rev., Chem. Soc. Rev., J. Am. Chem. 

Soc., Angew. Chem. Int. Ed., Adv. Mater.等著名期刊大幅正面评价本项目相关工作或大幅

多次直接引用项目所发表文章中的原图或示意图。代表性第三方评价如下： 

空心结构介孔氧化硅颗粒的可控合成与形貌调控方面： 

国际上介孔药物载体研究先驱、IUPAC2013年杰出女科学家、西班牙马德里大学M. 

Vallet-Regi教授曾在多篇文章中正面评价和介绍项目的工作，如在论文Angew. Chem. Int. 

Ed. 2007, 46, 7548中指出“One strategy to overcome these disadvantages is the synthesis of 

nanosized hollow mesoporous silica spheres with pore channels penetrating from the outside 

to the inner hollow core”（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途径是通过合成壳层具有贯穿孔道的纳

米空心结构介孔氧化硅球来完成”）。（见代表性引文1） 

澳大利亚两院院士Max Lu在其论文 J. Am. Chem. Soc. 2006, 128, 6320中认为 

“However, only few examples of hollow spheres with ordered mesoporous wall structure 

were reported”（施等合成的HMSNs是极少具有有序介孔结构的空心球），此处仅引用

了项目发表在Nano Letters上的论文，这与有序（贯通）介孔结构空心球首次报道的文献

检索结果相一致（见代表性引文2）。随后他在论文Chem. Comm. 2011, 47, 12578中评价

“Recently, highly dispersed mesoporous YSNs with various features were produced by Shi's group 

via a so-called ‘controllable structural difference-based selective etching strategy”（Shi课题组

采用可控的结构差异选择性刻蚀法”制备出高度分散的介孔SiO2空心纳米粒子…”。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林君研究员在其综述文章 Chem. Soc. Rev. 2012,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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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9 中利用近 3 页篇幅（引用他们 25 篇论文，包括 7 篇本项目代表性论文 2-8），图

文并茂地对项目组关于空心结构介孔材料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全面的介绍，指出“Shi and 

co-workers fabricated various spherical/ellipsoidal HMS nanostructures by a hard-templating 

route, micellar aggregate template route and co-templates route……”（Shi 和同事采用硬模

板、胶束聚集模板和共模板路线制备了多种球形/椭球形的空心介孔氧化硅纳米结构…）；

“they confirmed that the HMS nanostructures provide a significantly higher drug loading 

capacity,”（他们证明空心介孔氧化硅纳米结构具有极高的药物装载量,）；“Shi and co-

workers prepared a series of rattle-type Fe3O4/Fe2O3@mSiO2 hollow ellipsoids/spheres with a 

single or double mesoporous silica shell…….”（Shi 和同事制备了一系列的铃铛型且具有

单层或双层介孔氧化硅壳层的 Fe3O4/Fe2O3@mSiO2空心椭球/圆球……）。从项目发展的

空心结构介孔材料的不同制备方法、药物装载特性到修饰与功能化均做了系统的正面评

述。（见代表性引文 3） 

中国科学院北京理化技术研究所贺军辉研究员在 Nanoscale 2011, 3, 3984 中利用超

过 1 页篇幅（引用他们 10 篇论文包括本项目 5 篇代表性论文 3,4,6,7,8）对项目发展的

三种不同的制备方法给予详细介绍，如“Shi’s group fabricated HMSs with varied outer 

diameters in a sub-micrometric range (typically around 100–200 nm) by selecting suitable 

hematite particles as hard templates,……”（Shi 课题组通过选择合适的氧化铁颗粒作为硬

模板制备了外径在微纳范围可变的空心介孔氧化硅，通常在 100-200 纳米……）；“Feng 

et al. synthesized two kinds of hollow mesoporous silica nanospheres……using (–)-N-dodecyl-

N-methylephedrinium bromide (DMEB) aggregates as core template and CSS as assisting 

surfactant.”（冯等利用 DMEB 聚集体为核模板和 CSS 为辅助表面活性剂合成了两种空

心介孔氧化硅纳米球）；“A novel ‘‘structural difference-based selective etching’’ strategy 

was developed by Chen’s group……”（陈课题组发展了一种崭新的“结构差异选择刻蚀”

方法…）。（见代表性引文 4） 

空心结构介孔氧化硅颗粒作为载体用于药物的缓释与响应控释方面： 

Chem. Soc. Rev.顾问、意大利国家研究院科学家 M. Pagliaro 在其文章 Chem. Rev. 

2011, 111, 765 评价：“…… uniform hollow spheres from W/O emulsions prevents direct 

doping of the capsules during the sol-gel oxide formation. In this case, an elegant solution for 

controlled release has been demonstrated by Shi and co-workers using polyelectrolyte 

multilayers coated on the spheres by simple addition to a suspension of the hollow spheres.”

（溶胶-凝胶方法形成氧化物过程中，通过 W/O 乳液制备的均匀空心球阻碍胶囊直接装

载药物分子。对此，Shi 和同事通过介孔空心球外的聚电解质多层的包覆，展示了一种

漂亮的药物控释解决方案）。（见代表性引文 5） 

《Pharmaceutical Research》编辑、美国科学家 S. Minko 在 Prog. Polym. Sci. 2010, 

35, 174 中详细引用评价: “…… Low capacity of the mesoporous silica is the major drawback 

of this method. The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has been proposed by Shi and coworkers.”（…

低的药物装载量是这种方法的主要缺点。Shi 和同事提出了针对这个问题的解决途径）。 

美国康奈尔大学著名材料学家Lynden A. Archer教授在其文章Adv. Mater. 2008, 20, 



3987中不仅评述了项目中自模板法制备立方相空心介孔球的方法(Li et al. synthesized 

hollow spheres of aluminosilicate with mesoporous shells by combining emulsion droplet 

templating and surfactant templating（李等采用乳液液滴模板结合表面活性剂模板方法合

成了具有介孔壳层的硅铝空心球）..”)，更将项目发展的刺激-响应释放的思想作为唯一

的例子来介绍中空多孔氧化硅作为药物载体的潜在应用价值“Zhu et al. achieved stimuli-

responsive controlled drug release from hollow silica spheres with mesoporous walls by 

capping the hollow silica spheres with polyelectrolyte multilayers.（Zhu等采用聚电解质多层

封盖空心介孔氧化硅球获得了刺激-响应型的控制药物释放）”。（见代表性引文6） 

空心结构介孔氧化硅颗粒的磁性多功能化方面： 

这一方面成果得到世界上包括美国、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台湾

等国家和地区研究者们的正面评价和跟踪与拓展。澳大利亚两院院士Max Lu教授认为：

“The most straightforward synthetic strategy of rattle-type magnetic mesoporous silica 

nanostructure is the so-called etching approach,”（刻蚀方法是制备铃铛型磁性介孔氧化硅

纳米结构最直接的合成方法）；“Shi and co-workers synthesized rattle-type hollow magnetic 

mesoporous spheres (Fe3O4@SiO2) by hydrothermally treating Fe2O3/SiO2/mSiO2 

(mesoporous silica) core/shell structures, and then reducing them in an H2/N2 atmospheres.”

（Shi和同事通过先水热处理刻蚀Fe2O3/SiO2/介孔SiO2，再在H2/N2气氛下还原的方法制备

了铃铛型的空心磁性Fe3O4@SiO2介孔球）。 

我国材料学家赵东元院士在文章Adv. Mater. 2013, 25, 142；Chem. Phys. Lett. 2011, 

510, 1中利用较大篇幅引用项目6篇论论文（包括2篇代表性论文4,8），着重对制备核-壳

结构磁性中空介孔纳米颗粒的方法给予了介绍，指出“Motivated by the high drug loading 

capacity of hollow structures, the same group further developed a facile approach for the 

synthesis of yolk-shell or hollow structured mesoporous silica based on the above sandwich-

like core–shell nanostructure. A selective etching mechanism for creating the voids, …… has 

been clearly demonstrated.”(基于空心结构的高药物装载量，同一课题组基于三明治型的

核壳纳米结构，利用选择刻蚀方法制备了鸡蛋壳型或空心结构的介孔氧化硅，确切地证

实了选择刻蚀创建空腔的机理)。（见代表性引文7） 

最近，西班牙科学家 M. Vallet-Regi 教授在其综述文章 RSC Advances 2013, 3, 9584 中，引

用项目 9 篇论文（包括本项目 2 篇代表性论文 7,8），多处使用大段文字近 1 页篇幅不

仅系统介绍了项目发展的制备磁性中空介孔材料的方法，更对其多功能化应用趋势给予

了肯定，她指出“Taking advantage of the dissolution of these paramagnetic nanoparticles 

under weak acidic conditions, thus increasing the relaxation rate, the authors designed a pH-

dependent system for the detection of tumor environments.”(利用弱酸性条件下顺磁颗粒

的溶解特性，作者设计制备了 pH 依赖的肿瘤诊断系统)；“The authors also demonstrated 

the ability of magnetic field-guided therapy to induce shrinkage of tumors in mice. Rattle-type 

MMSN materials were also shown effective for simultaneous MR imaging and targeted drug 

delivery.”（作者同时证实了铃铛型磁性介孔材料具有磁场引导的治疗、成像诊断与药物

的靶向输运功能）。（见代表性引文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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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uprofen Drug Molecules in 

Hollow Mesoporous Silica 

Spheres with Modified Pore 

Surface/Microporous and 

Mesoporous 

Materials/Yufang Zhu, 

Jianlin Shi, Yongsheng Li, 

Weihua Shen, Xiaoping 

Dong and Meiling Ruan 

3.349 

2005年85卷

75-81页 

2005

年08

月01

日 

施剑

林 

朱钰

方 

朱钰

方，施

剑林，

李永

生，沈

卫华，

董晓

平，阮

美玲 

164 194 是 

6 

Novel Stimuli-Responsive 

Controlled Drug Release 

from a Hollow Mesoporous 

Silica Sphere/Polyelectrolyte 

Multilayers Core-Shell 

Structure/Angewande 

Chemie Internation 

Edition/Yufang Zhu, Jianlin 

Shi, Weihua Shen, Xiaoping 

Dong, Jingwei Feng, Meiling 

Ruan and Yongsheng Li 

11.709 

2005年44卷

5083-5087页 

2005

年07

月14

日 

施剑

林 

朱钰

方 

朱钰

方，施

剑林，

沈卫

华，董

晓平，

冯景

伟，阮

美玲，

李永生 

790 865 是 

7 

Uniform rattle-type ho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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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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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陈

航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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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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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ore/Shell struct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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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capsules:a potential 

platform for simultaneous 

cell imaging and antic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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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号 310105196312070815 归国人员 是 归国时间 1995.12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

究所 
毕业时间 1989.6.30 所学专业 

材料物理与化

学 

电子邮箱 jlshi@mail.sic.ac.cn 办公电话 
021-

64252712 
移动电话 13301665275 

通讯地址 上海市定西路 1295号 邮政编码 200050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行政职务  

二级单位 高性能陶瓷与超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科研院所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01年 07 月 1日至 2011年 10月 31 日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作为项目第一完成人，是项目所有创新点的直接责任人，所有8篇代表性论文和20篇主要论文的通

讯作者。总体负责项目学术思想的提出、研究方案的制定和科学理论的归纳与整理，组织整体研究

方案的实施、科学现象的解释与科学理论的阐述。提出了空心介孔球应用于药物载体研究的新思

路；发展了制备空心介孔球的新方法和功能化新途径；国际上首次实现空心介孔氧化硅载体的pH响

应药物控释。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 

2011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介孔基复合材料的设计合成、非均相催化性能与应用探索”排

名第一，证书编号：2011-Z-108-2-01-R01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

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

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

是本人本年度被推荐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

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

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

成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的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

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

人被推荐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姓    名 李永生 性别 男 排    名 2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2.12.26 出 生 地 河南 民    族 汉 

身份证号 410923197212263016 归国人员 是 归国时间 2004.12 

技术职称 教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大连理工大学 毕业时间 2001.6.30 所学专业 化学工艺 

电子邮箱 ysli@ecust.edu.cn 办公电话 
021-

64250740 
移动电话 13661471735 

通讯地址 上海市梅陇路 130号 邮政编码 200237 

工作单位 华东理工大学 行政职务  

二级单位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华东理工大学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大专院校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01年 07 月 1日至 2011年 10月 31 日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作为项目的第二完成人，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提出自模板法制备立方相空心介孔球的新路线，阐述

了空心介孔球的自模板形成机理，为空心介孔球应用于药物载体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发明

了双软模板法制备粒径可调空心介孔球的简单可控策略。对重要科学发现1和3做出了创新性贡献，

是代表性论文1的第一作者、代表性论文3的共同通讯作者，代表性论文2，5，6，7的主要作者。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 

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

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

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

是本人本年度被推荐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

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

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

成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的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

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

人被推荐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姓    名 朱钰方 性别 男 排    名 3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6.10.28 出 生 地 浙江 民    族 汉 

身份证号 330425197610284213 归国人员 是 归国时间 2011.1.10 

技术职称 教授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

究所 
毕业时间 2006.03.01 所学专业 

材料物理与化

学 

电子邮箱 yfzhu@usst.edu.cn 办公电话 
021-

55271663 
移动电话 13764106921 

通讯地址 上海市军工路 516号 邮政编码 200093 

工作单位 上海理工大学 行政职务  

二级单位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大专院校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01年 07 月 1日至 2011年 10月 31 日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作为项目的第三完成人,开发了空心介孔球软模板合成路线；创新地提出了空心介孔材料孔道内表

面氨基修饰控制药物分子释放速率的新方法；在此基础上，发明了一种全新的控释策略-pH响应控

释,国际上首次成功实现空心介孔球载体药物响应控释目标。对重要科学发现2作出了创新性的贡

献，是代表性论文2，5，6的第一作者。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

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

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

是本人本年度被推荐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

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

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

成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的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

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

人被推荐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姓    名 陈雨 性别 男 排    名 4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4.7.18 出 生 地 江苏 民    族 汉 

身份证号 320921198407186372 归国人员 是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

究所 
毕业时间 2012.07.08 所学专业 

材料物理与化

学 

电子邮箱 chenyu@mail.sic.ac.cn 办公电话 
021-

52412708 
移动电话 13774238542 

通讯地址 上海市定西路 1295号 邮政编码 200050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高性能陶瓷与超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公益型研究单

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01年 07 月 1日至 2011年 10月 31 日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作为项目的第四完成人，创新发展了制备单分散、粒径和形貌可控的空心介孔球材料的新方

法；并将这一方法应用于椭球形磁性/致密氧化硅/介孔氧化硅结构，制备得到单一分散的、具有椭

球形貌的磁性氧化硅纳米颗粒，构建了国际上首例介孔基癌症诊疗平台。对重要科学发现1和3作出

了创新性贡献，是代表性论文4和8的第一作者。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 

无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

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

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

是本人本年度被推荐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

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

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

成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的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

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

人被推荐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姓    名 陈航榕 性别 女 排    名 5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70.06.29 出 生 地 福建 民    族 汉 

身份证号 350103197006290122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

究所 
毕业时间 2001.06.30 所学专业 

材料科学与工

程 

电子邮箱 hrchen@mail.sic.ac.cn 办公电话 
021-

52412706 
移动电话 13524670619 

通讯地址 上海市定西路 1295号 邮政编码 200050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高性能陶瓷与超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 党    派 中国共产党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科研院所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01年 07 月 1日至 2011年 10月 31 日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作为项目的第五完成人，指导方法的设计、提出与实施，成功地实现单分散空心介孔材料的可

控制备；并成功指导了介孔纳米诊疗体系的构建；在空心介孔材料的磁功能化方面，提出通过控制

氧化硅层的缩聚程度构建空腔的新思路。是重要科学发现1和3的主要贡献者，是代表性论文4和8的

共同通讯作者，代表性论文1,3,7的主要作者。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 

2011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介孔基复合材料的设计合成、非均相催化性能与应用探索”排

名第二，证书编号：2011-Z-108-2-01-R02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

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

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

是本人本年度被推荐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

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

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

成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

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

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的情形。如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

调查处理工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

人被推荐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六、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本项目“空心结构介孔氧化硅的可控制备与药物输运”的

五位完成人施剑林，李永生，朱钰方，陈雨，陈航榕，均是同

一个“介孔氧化硅纳米药物输运体系”团队的成员，其中第一

完成人施剑林是所有其他完成人的博士生导师或博士后合作导

师，也是所有代表性论文和主要论文的通讯作者或通讯作者之

一。在第一完成人施剑林的统一领导组织下，其他各位完成人

的工作有所侧重，在各自方面做出的创新贡献是均本项目的重

要组成部分。 

其中李永生同志的工作部分在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完成， 部

分在华东理工大学完成。在华东理工大学的工作， 同样是在第

一完成人施剑林的统一组织和部署下完成的。 

 

特此说明 

 

 

施剑林 

 

2016-12-29 

 

 

 

 



七、知情同意证明 

 

 

 



八、推荐单位意见 

推荐单位已认真审阅推荐书材料，审查完成人资格，确认推荐材料真实有效，

相关栏目符合填写要求，在推荐前已按要求进行公示，无异议。 

该项目针对癌症的高效与无毒副作用治疗用药物输运载体材料存在的突出

问题，开展相关的深入基础研究。通过对介孔氧化硅纳米颗粒（MSNs）进行空心

化设计，赋予其高药物装载量和内腔功能化等优点；基于模板法与化学自组装原

理发展了创新合成方法，得到尺寸与结构可调、单分散等可满足静脉注射要求的

空心结构介孔氧化硅纳米颗粒（HMSNs）；发展出创新的 pH 响应机制，实现了

药物的控制释放，为提高药效、降低毒副作用奠定基础；通过 DDS 的磁性功能化

设计构建新的纳米诊疗平台，实现对肿瘤等疾病的诊疗一体化。 

该项目发表的 8 篇代表性论文他引总计 2581 次，单篇最高他引 865 次；发

表的与项目内容相关的论文中有 12 篇入选 ESI 高被引论文。相关工作入选 2005

年度两院院士评选的中国十大科技进展。1 人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2 人获

中科院院长特别奖、2 人分获中科院和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 

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奖授奖条件，推荐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中国科学院 

                                          2016 年 12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