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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春礼院长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长,
江雷院士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2012年9月19日，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第十二次学术大会暨第二十三届院士大会在天津举行，来自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位科学家出席了大会。

白春礼院长在大会选举中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新任院长，将于2013年1月1日正式就任。这是发展中国家

科学院成立近30年来首位中国籍科学家担任院长。

化学所江雷院士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在本次TWAS大会上，共新增选院士49名，其中包括14名中国

大陆的科学家以及4名台湾地区的科学家。（综合处）

北京纳米材料绿色打印印刷技术产业化基地落成

2012年10月20日，位于北京市怀柔区雁栖经济开发区的北京纳米材料绿色打印印刷技术产业化基地正式竣工

投入使用，该基地作为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市政府共同建立的怀柔科教产业园的首批项目率先入驻科教园。北京市

委书记郭金龙，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王安顺，市委常委、秘书长赵凤桐，市委常委陈刚，副市长苟仲文，市科委

主任严傲霜等领导一行在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北京分院党组书记何岩，北京分院副

院长马扬和李静，化学所所长万立骏，党委书记杨淑霞及怀柔区领导的陪同下考察了该产业化基地。

宋延林研究员向郭金龙一行详细介绍了纳米材料绿色打印印

刷技术的最新进展、绿色印刷产业链的拓展及产业化基地的发展

目标等。郭金龙、王安顺、丁仲礼等使用纳米材料导电笔连通显

示电路，为产业化基地启动揭幕。随后郭金龙一行参观考察了纳

米材料绿色制版技术设备组装、版材生产车间以及研发实验室。

北京纳米材料绿色打印印刷技术产业化基地主要用于纳米材

料绿色印刷制版技术的产业化实施及北京纳米材料绿色打印印刷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相关研发工作。产业化基地的建成得到了北

京市、怀柔区政府及中国科学院的大力支持。郭金龙对于这种集

成中科院的人才技术优势和地方政府的资源优势，共同推进战略新兴产业的技术孵化与产业培育的合作方式给予

了高度肯定。该产业化基地将发展成为我国绿色印刷新材料、新技术、新设备的原创地和聚集地，绿色产业技术

的培育基地和相关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基地。(科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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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党组成员郭向远视察化学所863计划重点项目

2012年10月30日下午，科技部党组成员郭向远率队视察了化学所马永梅研究员承担的863计划重点项目（废电

子线路板无害化处置与无污染高值利用关键技术研究与工程示范）。科技

部社发司黄圣彪副处长，院基础局化学与交叉科学处刘耀虎副处长，化学

所王笃金副所长、徐坚研究员，广东省清远市政府领导和部分企业家陪同

视察。

 郭向远认真听取了马永梅研究员的项目汇报，并参观了示范生产线。

郭向远指出，该项目立足于环境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经济

价值和社会意义。希望课题组在进一步深入研发的基础上，和相关单位紧

密合作，尽快进行示范推广。(科技处)

化学所隆重举行2012级新生开学典礼

2012年9月7日上午，化学所2012级新生开学典礼在化学

所礼堂隆重举行。化学所万立骏所长、杨淑霞书记、张德清副

所长、杨振忠副所长、毛兰群所长助理等所领导、各职能部门

负责人、导师代表、部分在学研究生与全体2012级新生欢聚一

堂，共同见证这一庄严而神圣的时刻，庆贺213名新生人生道

路新起点的开始。开学典礼由杨振忠副所长主持。

开学典礼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在全体师生阵阵热

烈的掌声中，万立骏所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万所长代表

化学所全体所领导和全体员工对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正式更名

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后我所接收的第一批新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祝

贺，并概括介绍了化学所的发展历史、导师队伍、学科建设、基础设施等总

体情况。此外万所长还对新生寄予殷切的期望：加强个人修养，学会做人

做事；褪去浮躁，保留激情，宽容待人；及时调整心态，勤奋努力，发奋学

习，不断充实和完善自己，尽快适应化学所科研生活；志存高远，树立远大

理想，同时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努力

成为国家栋梁。

光化学院重点实验室江华研究员

代表化学所全体导师欢迎新生加入化学所这个大家庭，他结合自己的教学经

历，向同学们介绍了如何尽快适应研究生生活、全身心投入到科研工作中

的经验。化学所2009级硕博生车宁同学代表全体在所研究生欢迎新同学的到

来，她与在座的各位新生分享了自己在化学所的学习经验。新生代表2012级

博士生王娟同学发表了开学感言，倡议同学们珍惜进入化学所学习的机会，

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勤奋学习，踏实工作，以实现自己的理

万立骏所长致辞

杨振忠副所长主持开学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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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石墨烯可控制备和性能研究方面系列进展

在中国科学院、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化学所的大力支持下，化学所有机固体院重点实验室相关研

究人员在石墨烯的可控制备和性能研究方面取得系列进展，相关结果发表在PNAS、JACS (2篇)、Adv. Mater. (3

篇), 并应邀在Acc. Chem. Res. 杂志上发表了述评。

石墨烯，作为一种完美的二维晶体因其独特的结构引起了科学界的广泛关注。石墨烯的载流子类似于相对论粒

子，具有室温量子霍尔效应，载流子浓度高达1013 cm－2, 胶带剥离的石墨烯的载流子迁移率超过2.0×105 cm2/Vs, 比

化学所召开中层干部会议

2012年10月16日上午，化学所召开中层干部会议，通报近期研究所各项工作开展情况。全体所领导、院士、

研究员、课题组长以及职能部门相关人员共9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万立骏所长主持。

毛兰群所长助理作了科研工作报告，介绍了2012年化学所

科研工作概况及“一三五”规划实施与进展情况。王笃金副所

长作了财务和所地合作报告，对财务管理、所地合作工作重点

以及下一步主要工作进行了介绍。杨振忠副所长以“科教结

合，全面提升研究生素质“为题介绍了化学所目前教育概况、

工作情况及未来工作重点。

杨淑霞书记介绍了化学所“十一五”、“十二五” 基本

建设整体概况，感谢大家在新楼建设及搬迁过程中给予的支

持、理解和配合。同时，杨书记通报了《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

关于全面推进廉洁从业风险防控的实施意见》精神，对化学所进一步加强反腐倡廉的宣传教育工作进行了介绍和

部署。杨书记还对化学所干部培养和人才选拔工作进行了介绍。

万立骏所长介绍了协同创新2011相关工作，并强调了化学所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有关政策。万所长最后强调，

化学所的成果可喜，但科研道路任重道远，化学所以后的发展定位仍要坚持以基础研究为主，力争在科学前沿方

面做出具有重大影响的工作，应用方面要更有显示度；希望全体研究员、中层干部进一步加强制度学习，树立远

大政治眼光，提高综合素质和能力；要正确理解和把握基础和应用的关系，为我国科学发展、国民经济建设做贡

献；希望大家鼓足干劲，再接再励，取得更大成绩。(综合处)

想，做一名优秀的博士生。

最后，杨振忠副所长再一次欢迎新同学加入到化学所这个大家庭中来，勉励全体新生珍惜人生中最为宝贵的

青春年华，鼓励全体新生以崭新的姿态、饱满的精神和高涨的热情投入到新的学习、生活中，为自己在化学所的

学习生涯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研究生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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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导体工业中常用的硅高出100倍，单层石墨烯晶体管的截止频率高达427GHz, 热导率是铜的10倍，光的透过率可达

97.7%, 强度是钢的100倍。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石墨烯的两位发现者：K. S. Novoselov和A. K. Geim，以

表彰他们在石墨烯发现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但石墨烯在电子学方面的真正应用尚有一些基本科学问题亟待解决，

如：大面积、高质量、层数可控的石墨烯的制备；石墨烯为零带隙的半导体，基于石墨烯的场效应晶体管在室温下

的开关比往往小于10，限制了它们在数字电路中的应用，如何打开石墨烯的带隙与微电子加工技术的工艺兼容性

问题等。另外石墨烯的奇异性能和实际应用也有待进一步探索。针对这些科学问题，相关人员进行了深入研究，

取得了如下主要结果。

液态铜上生长石墨烯。在众多的石墨烯制备方法中，化学气相沉积法（CVD）由于成本低、可控性好、可大规

模制备等优点近年来掀起了对其的研究热潮。2009年，美国奥斯汀大学Ruoff组利用固体铜箔作为金属催化剂制备出

了连续均匀的石墨烯薄膜。相比于传统制备石墨烯的金属催化剂，铜中碳的溶解度极低，因此可以得到单层大面积

石墨烯薄膜。但是由于受到固态铜催化剂表面不均匀性影响，晶界较多，得到的石墨烯质量不高，极大地影响了石

墨烯的应用。有机固体重点实验室相关研究人员创造性

地引入液态铜概念，利用液态铜的良好流动性及均匀性

等特点降低了所得石墨烯的晶界，制备出了高质量大面

积的单层石墨烯薄膜（图1）。另外，他们还通过控制生

长参数及实验温度等条件，制备了规则排布的六角石墨

烯片，单个规则六角石墨烯尺寸可以达到100微米以上。

研究结果表明，将反应温度升至铜的熔点1083℃

以上，固态铜箔会变成熔融状态即液态铜。在不同的

基底上液态铜会显示出不同的状态，在石英基底上，铜熔融后会变成球状，而以金属钨和钼作为基底，液态铜

可以均匀铺展成平面。在此液态铜上，利用化学气相沉积方法制备了高质量、规则排布的六角石墨烯和均匀

分散的石墨烯薄膜。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近期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2012, 109(21), 7992）

上。该论文PNAS以封面标题（Growing uniform graphene films）的形式发表，并配发了评论员的专题评论

(Controlling the shapes and assemblages of graphene)。论文发表后一些媒体，如：PNAS网站，Scienceness网站，

科学网进行了报道。

介电层上直接生长多晶

石墨烯。他们发现通过碳氧

（C－O）和氢氧（O－H）

键和作用，可以加强碳氢化

合物在二氧化硅基底上的吸

附，从而利用氧基成核点实

现了石墨烯在二氧化硅绝缘

材料上的直接可控合成（图

2）。制备的石墨烯具有高的光学、电学性能，其迁移率在空气中可以达到531 cm2/Vs。这一性能远高于还原氧化

石墨烯，且接近于金属催化石墨烯的性能，从而开辟了石墨烯的新的研究领域。与目前主流的金属催化化学气相

沉积和外延技术等石墨烯制备方法相比，这种方法与目前的硅工业兼容，石墨烯不需要转移，可以直接用于器件

图1 液态铜上制备的规则六角石墨烯

图2 介电层上直接生长多晶石墨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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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因此避免了由于转移造成的石墨烯破损、褶皱、污染以及材料浪费等问题。该研究成果发表在《美国化学

会会志》（JACS, 2011,133，17548）上。

 高含氮量掺杂石墨烯单晶的低温制备。石墨烯在空气中吸附氧等使其表现出p-型特征，因此要改变石墨烯的

电学性能需要在其sp2-C结构中掺杂入杂原子，如N原子等。目前掺杂N原子

均需在高温条件下进行，不具有经济环保等特点，同时所得氮掺杂石墨烯含

氮量较低，多晶，缺陷较多。因此开发一种在低温条件下制备高含氮量，单

晶氮掺杂石墨烯的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他们通过研究发现采用含氮分子吡啶作为碳氮源利用吡啶分子在铜箔表

面的催化脱氢自组装可以将氮掺杂石墨烯的生长温度降低到300℃。制备的

高含氮量掺杂石墨烯具有四边形形貌特征（图3），呈现阵列型排列，且具

备高质量的单晶结构。得到的氮掺杂石墨烯无论在空气条件下还是在真空

条件下均表现出稳定的n-型特征，其迁移率可以达到53.5－72.9 cm2/Vs，高

于文献报道高温条件下制备的氮掺杂石墨烯。本方法与目前主流氮掺杂石墨烯的制备方法相比具有四边形形貌的

单晶陈列，高含氮量，低温及n-型性能稳定等显著特征。该研究成果发表于《美国化学会会志》（JACS，2012，

134，11060）上。

喷墨打印技术图案化石墨烯电极。咖啡环效应（coffee-ring effect）是指溶液或悬浊液液滴在固体表面挥发干

之后，有时会在液滴的边缘形成环状污迹的现象。当

采用溶液法成膜时，咖啡环效应常常引起薄膜的均匀

性下降，因此科学家们一直研究并试图消减这种效

应。最近他们巧妙地利用咖啡环效应，大大提高喷

墨打印技术（inkjet printing）的分辨能力，而分辨能

力常常被认为是制约喷墨打印技术应用的一个瓶颈。

这项新方法他们称为咖啡环平面印刷术（coffee-ring 

lithography），可被用来制备短沟道的石墨烯电极。

通过喷墨打印机和咖啡环平面印刷术（实验过程

见图4），他们制备出沟道长度1-2微米的石墨烯电极。基于这种高分辨石墨烯电极，他们还制备了有机场效应晶

体管（并五苯饱和区迁移率0.2 cm2/Vs）和互补性倒相器（增益22）。这种新方法提示人们如何进一步的提高溶液

法加工技术的加工精度，并且给出了一种方便的途径进行石墨烯的图案化。相关工作发表在《先进材料》（Adv. 

Mater., 2012, 24, 436）上。

定量分析了第一分子层

在有机场效应晶体管中的作

用。他们制备了基于石墨烯

电极的高性能的单分子层和

多层p型并五苯和n型苝酰亚

胺场效应晶体管（图5），

并证实了第一分子层在薄膜

 图3 掺氮石墨烯的形貌特征

图4 喷墨打印技术图案化石墨烯电极

图5 有机场效应晶体管中的第一分子层的作用



2012年   第 9、10 期

6

生长和器件传输性质中起到的重要作用。他们获得了有关扩散动力学和薄膜形貌随

着衬底温度变化的关系，发现了两种分子生长模式的转变，以及不同的扩散活性，

进而加深了对热动力学控制的有机分子生长的了解。同时，他们发现高质量的第一

分子层有利于晶体管器件整体性能的提高。因此，获得连续性好的，有序性高的第

一分子层，也是获得高性能的有机场效应晶体管的重要途径。相关研究发表在近期

的《先进材料》（Adv. Mater., 2012, 24, 1471）上。

多层石墨烯修饰导电原子力显微镜针尖。他们发现借助多层石墨烯修饰的导

电AFM针尖，相比于传统的金导电针尖，能够获得高性能的，重复性高的分子结

（图6）。通过对硫醇分子结的电荷传输行为的表征，他们发现由石墨烯修饰的针

尖构建的硫醇分子结的电阻差异性只有2左右，而金导电针尖测得的硫醇分子结的

电阻差异性最大达到了3个量级。结果表明石墨烯修饰针尖有利于降低金导电针尖

上的污染程度，从而获得重复性好的分子结。他们进一步发现石墨烯修饰的针尖

具有出色的操作稳定性，连续3600s的长时间操作，基于此针尖的硫醇分子结的电流略微降低。相比于金导电针

尖，石墨烯修饰的针尖不易磨损，连续操作12小时后，分子结的电流无明显变化。同时，他们将石墨烯修饰的针

尖放置于空气中60天后，发现基于烷基硫醇分子结的电阻差异性并无多大变化。这一结果说明石墨烯修饰的针尖

的空气稳定性十分出色，相比于金导电针尖不易氧化，进一步证明了石墨烯修饰的针尖可以作为一种研究分子结

的电学性质的有效工具。相关研究发表在近期的《先进材料》（Adv. Mater. 2012, 26, 3482）上，并被该杂志选为

frontispiece。Wiley出版社在Materials Views（中国）网站报道了该结果。

近期，他们应Acc. Chem. Res.杂志的邀请，撰写了“Controllable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Growth of Few 

Layer Graphene for Electronic Devices”的述评（DOI:10.1021/ar300103f）。主要基于他们自己的研究结果分别就少

数层石墨烯的可控制备，图案化生长，掺氮石墨烯，模板法制备石墨烯带，无金属催化剂生长多晶石墨烯，以及

基于少数层石墨烯制备的电子器件，包括场效应晶体管，纳米机电开关等进行了评述，并就目前存在的关键科学

和技术难题，今后的发展方向和前景提出了他们的看法。(有机固体院重点实验室)

利用有机纳米光子学材料实现高效化学气体传感

光波导传感器具有普通传感器无法比拟的灵敏度高、体积小、抗电磁

干扰、便于集成等优点，在气体与生物传感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化学所光化学院重点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近年来一直致力于低维有机光子学

方面的研究（Acc. Chem. Res., 2010, 43, 409-418），围绕光子学集成器件

中所需要的光波导（Adv. Mater. 2011, 23, 1380-1384）、微纳光源（J. Am. 

Chem. Soc.,2011, 133, 7276-7279）、光子路由器（J. Am. Chem. Soc.,2012, 

134, 2880-2883）等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工作。近来他们又在有机纳米材料

电化学荧光上转换方面取得突破（Chem. Commun., 2012, 48, 85-87）。相

关工作证实了低维有机材料在纳米光子学领域的巨大潜力，为实现有机纳

米光子学传感器件奠定了基础。

图6 多层石墨烯针尖用于表征

硫醇分子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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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维共轭聚合物光伏材料的分子设计方面重要进展

聚合物光伏材料的分子结构与其光伏性能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根据目前报道的结果来看，对光伏聚合物的

分子结构优化大多是针对某一个聚合物来进行的，也就是说，对于不同的分子结构，人们需要采用不同的方式对

其进行优化。这不仅增大了分子结构优化工作的难度，也容易导致错过很多具有潜力的分子结构单元。因此，找

到一种能改善聚合物光伏性能的具有广泛

适用性的方法将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在中国科学院、科技部、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和化学所的大力支持下，化学所

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有机

固体院重点实验室在聚合物光伏材料的分

子结构设计方面最近取得系列进展。

研究人员将二维共轭结构引入到苯并

二噻吩(BDT)单元中，设计了如图1所示的

噻吩取代BDT二维共轭结构单元，并将这

一单元与各种共轭结构单元共聚，获得了一系列的具有二维共轭结构的共轭聚合物（见图1）。光伏测试结果表

明，这类二维共轭聚合物与烷氧基取代的对应聚合物相比，光伏能量转换效率（PCE）都得到了有效的提升（见

图1和图2, 相关结果发表于Macromolecules 2011, 44, 4035 ; Macromolecules 2012, 45, 3032 ; Macromolecules 2012, 

DOI:10.1021/ma301254x ; Chem. Commun. 2011, 47, 8850 ; J. Mater. Chem. 2012, DOI: 10.1039/c2jm32931j））。

其中基于二维共轭聚合物PBDTTT-C-T的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的效率提高到7.6%（Angew. Chem. Int. Ed.，2011，

50，9697）。他们与香港大学合作，通过使用新型器件结构，使PBDTTT-C-T的光伏效率进一步提高到8.79% 

(Adv. Mater., 2012，24，3046)。PBDTTT-C-T为目前最好的聚合物光伏材料之一。他们还与美国马萨诸塞大学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的研究人员合作、通过射掠X射线衍射对聚合物太阳能电池活性层形貌进行了清晰

地表征（Adv. Mater.，2012，24）。

两维共轭BDT单元与两维共轭聚合物的分子结构结构示意图

最近，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中国科学院和化学所的大力支持下，

科研人员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通过超分子自组装方法制备出二元有机复合纳米

带，利用荧光共振能量转移中受体的杠杆效应，制备出高效的酸碱气体传感器。进

一步，他们将有机金属配合物的单晶纳米线引入电化学发光传感体系，实现了对生

物分子多巴胺的高效、灵敏的检测，相关工作发表于近期的《先进材料》上(Adv. 

Mater., 2012, 24, 4745-4749)。

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与活体分析化学实验室合作，制备出有机核/壳纳米结构

作为光波导传感器，利用核壳之间的消逝波耦合有效地放大了波导材料对气体的响

应，实现了对H2O2气体的快速、高灵敏、高选择性的原位检测，相关结果发表于近

期的《先进材料》（Adv. Mater., 2012, 24, OP194-199），被邀请作为旗下即将出版的

《先进光学材料》的内封面文章重点介绍。(光化学院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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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研究领域新进展

染料敏化太阳电池因其材料来源广泛、成本低廉、光电转化效率高而受到广泛关注。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化学所新材料实验室相关研究人员在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相关研究方面取得

了一系列进展。

染料是染料敏化太阳电池中的关键组成成分。新材料实验室研究人员通过材料结构设计和合成，在联吡

啶钌染料（Inorg. Chimica. Acta., 2008, 361, 783-

785；Chem. Commun., 2006, 2460-2462）、有机染

料（Chem. Asian J., 2010, 5, 1911-1917；Dyes and 

Pigments, 2010, 87, 249-256；Chem. Commun., 2009, 

2201-2203）以及无机量子点（Chem.Commun., 2011, 

47, 6461-6463）等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为解决电

解质的腐蚀性和液体泄漏对电池长期工作稳定性的

影响，他们在基于聚3-己基噻吩空穴传输材料的固态

染料敏化太阳电池研究方面开展了研究。研究结果

分别发表在Adv. Funct. Mater.，2009, 19, 2481-2485 

和 Chem. Commun.，2011, 47, 6461-6463上，并应染

料敏化电池发明人M. Grätzel教授邀请，参加《Dye 

同时，研究人员还把强吸电子基团sulfonyl引入

到聚合物PBDTTT中合成了PBDTTT-S, 该聚合物具有

较低的HOMO能级，基于PBDTTT-S的光伏器件PCE

达到6.22%, 开路电压达到0.76 V（Chem. Commun. 

2011, 47: 8904）。最近，他们通过插入噻吩π- 桥和

噻吩取代制备了二维共轭聚合物PBDTDTTT-S-T，该

聚合物具有较好的平面结构和较强的链间相互作用，

基于PBDTDTTT-S-T的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的PCE最高

达到7.81%（Adv. Mater., 2012, 24, 3383）。

需要指出的是，采用二维共轭概念对聚合物的光

伏性能进行改进是2004年由化学所研究人员首次提

出（专利：（1）“一种支链共轭聚噻吩衍生物材料及其制备方法”，中国发明专利，申请日：2004年11月1日。

授权公告日：2007年10月31日，专利号：ZL 2004 1 0088723.8；（2）“一种两维共轭聚合物及其制备方法与应

用”，中国发明专利，申请日：2005年11月20日。授权公告日：2010年5月5日，专利号：ZL 2005 1 0132380.5；

代表性论文：J. Am. Chem. Soc., 2006, 128, 4911；Macromolecules, 2006, 39, 594）。目前取得的研究成果是他们二

维共轭聚合物光伏材料研究工作的有力延续。（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图1 基于聚3-己基噻吩空穴传输材料

固态染料敏化太阳电池

含噻吩共轭支链的二维共轭聚合物与含烷氧基支链的

非二维共轭聚合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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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itized Solar Cells》 的编写工作（EPFL Press, ISBN 9-781-4398-

0866-5）。

为了提高染料敏化太阳电池对太阳光谱的充分利用，有效捕获太阳

光谱中不同波长的光子，他们提出构筑染料敏化光阳极和无机半导体硒

光阴极构成的叠层电池概念，实现单个电池“内串联”，克服了通常通

过电池简单串联叠加带来的复杂工艺和效率降低，所制备的单个电池的

开路电压达到940 mV。上述研究为进一步提高染料敏化太阳电池的光

电转换效率提供了新的思路，研究成果发表在近期出版的德国《应用化

学》上（Angew. Chem. Int. Ed.，2012, 51, 10351-10354）。（新材料实

验室）

  图2 双活性染料敏化光阳极和半导体硒光

阴极叠层电池

利用低粘附超疏水基材制备窄带隙聚合物光子晶体
研究取得新进展

光子晶体以其特殊的周期结构和可以对光子传播进行调控的特性被称为“光学半导体”，被认为是未来光子

工业的材料基础。近年来，光子晶体的结构、制备和光学特性研究受到全球范围内的高度关注，并在各类光学器

件、光导纤维通讯和光子计算等领域呈现广阔的应

用前景。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

的支持下，化学所有机固体和新材料实验室的科研

人员针对目前光子晶体制备和应用开展了广泛研究

(Acc. Chem. Res. 2011, 44, 405-415; J. Mater. Chem. 

2 0 11 ,  2 1 , 

1 4 1 1 3 -

14126)。他们通过结构设计，制备了具有硬核－软壳结构的乳胶粒，制

备了具有特殊紧密堆积结构的高强度光子晶体（Macromol. Chem. Phys., 

2006, 6, 596-604, Cover）。利用这种具有特殊乳胶粒结构的胶体晶体实现

了在高灵敏度检测（Angew. Chem. Int. Ed. 2008, 47, 7258-7262；J. Mater. 

Chem. 2012, 22, 21405-21411; Lab Chip 2012, 12, 3089-3095）、光信息存

储（Adv. Mater. 2010, 22, 1237-1241, highlighted by Asia Materials），界面

浸润性调控（Adv. Funct. Mater. 2011, 21, 4436-4441. Cover)）等方面的应

用，并实现了单晶光子晶体膜的制备（NPG Asia Mater. 2012, 4, e21）。

在以上研究基础上，他们提出了一种简便的基于超疏水低粘附基材

制备具有窄带隙光子晶体的方法。应用该方法制备得到的光子晶体反射

光谱半峰宽可达到12 nm。胶体乳液在超疏水低粘附基材上干燥过程中形

图1 制备得到的光子晶体的反射光谱(A)以及SEM图像(B)，
插图为其光学照片

图2 在高粘附基底(A)和超疏水低粘附基底

(B)组装的机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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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所主持的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子散射谱仪中心建设”
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2012年10月12日，科技部科研条件与财务司和中国

科学院计划财务局组织专家对化学所主持的国家科技基

础条件平台项目“中子散射谱仪中心建设”项目进行了

结题验收。结题验收会由中科院计财局杨为进处长主

持，院基础局刘鸣华研究员担任验收专家组组长。科技

部条财司、科技部大型仪器中心相关负责同志，化学所

科技处、财务资产处及纪检部门相关人员与课题组全体

成员30余人参加了项目验收会。

 验收会开始前，科技部条财司马晋并处长简要介绍

了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项目以及中子散射谱仪中心建

设项目的立项与发展过程以及验收要求。化学所张德清副所长对科技部条财司、院计财局及各位专家对化学所及

整个项目所给予的支持与关注表示感谢。

随后，项目负责人韩志超研究员对中子散射谱仪中心建设项目的立项背景、小角中子散射谱仪和中子反射谱

仪的物理设计、研制与搭建、机械部件的运行、相应软件开发和数据采集系统及系统调试等技术指标、人才培养

情况向专家进行了详细地汇报。测试专家组组长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姜晓明研究员详细地汇报了测试现场考察

情况和测试结果。院计财局罗雯副处长对项目的经费收支的审计结果向专家组进行了通报。验收专家组在听取了

项目研制报告、测试报告和财务验收审计报告后，审阅了项目的有关资料，并进行了质询，经过充分讨论，专家

组一致同意通过该项目的验收。（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杨阳教授应邀访问化学所
并作分子科学前沿讲座报告

2012年9月19日上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杨阳教授应邀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前沿讲座报告。杨振忠

副所长主持了报告会，万立骏所长为杨阳教授颁发了“分子科学前沿讲座教授”荣誉证书。

杨阳教授是国际著名的有机半导体/共轭高分子光电子器件（包括有机发光二极管和有机太阳能电池等）研究

专家，已发表240多篇高水平研究论文，申请和授权50多项发明专利，到2012年8月H-因子已达到70。杨阳教授在

报告中介绍了他的研究组在高效叠层聚合物太阳能电池（NREL确认效率达10.6%，为目前聚合物太阳能电池效率

学术活动

成回缩的三相接触线，及时释放了由于乳胶粒收缩产生的应力，从而避免了光子晶体膜产生裂纹。这种简便的制

备窄带隙光子晶体的方法将为设计和制备新型光学器件提供新的思路。该研究结果发表在近日出版的《美国化学

会志》（J. Am. Chem. Soc. 2012, 134, 17053 - 17058）上。(有机固体院重点实验室 新材料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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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世界纪录）、半透明的聚合物太阳能电池以及全溶液加工的CISS/CZTS太

阳能电池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并结合科研中的亲身经历跟在座的师生分

享了他的研究体会：科研工作应戒急戒躁，厚积薄发。整个报告内容丰富、

讲解透彻，精彩的报告引起了在座师生对相关领域研究工作的浓厚兴趣，报

告会结束后大家与杨阳教授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地讨论。

报告会前，杨阳教授参观了有机固体院重点实验室和高分子物理与化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报告会后与化学所有机聚合物光伏材料与器件相关科研人

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科技处 ) 

化学所－四川大学双边高分子学术交流会在京召开

2012年10月29日，由中科院化学所工程塑料实验室和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实验室主办的四川大学－中国科学院

化学研究所双边高分子学术交流会在北京成功举办。

来自四川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院的5名国内著名高分子专家杨鸣波教授、傅强教授、郭少云教授、李忠明

教授、谭鸿教授，以及来自中科院化学所的徐坚研究员、甘志华研究员、阳明书研究员、张军研究员、刘琛阳研

究员、李志波研究员和吴德成研究员等7人就高分子材料的若干基础和应用基础问题以及当前高分子科学一些前

沿领域做了12个精彩报告，报告涉及了高分子材料加工、流变、高性能化以及新型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仿生材

四川大学化学学院冯小明教授应邀访问化学所
作分子科学前沿讲座报告

2012年9月20日，四川大学化学学院冯小明教授应邀访问化学所，并作了题为“手性氮氧在不对称催化反应中

的应用”的分子科学前沿讲座报告。范青华研究员主持了报告会，杨振忠副所长为冯小明教授颁发了“分子科学

前沿讲座教授”荣誉证书。

冯小明教授1985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专业，1988年和

1996年分别在兰州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现

为四川大学化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获得者，国家创新研究群体学术带头人。冯小明教授主要从事不对称

合成研究，特别是在发展手性氮氧“优势骨架”配体、催化剂以及在不对

称催化反应的应用等方面作出了系统和创新性的成就，其中部分研究成果

荣获2009年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第一

完成人）；基于“新型手性催化剂和高效高选择性的不对称催化新反应”研究工作入选了教育部评选的“2011年

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Roskamp-Feng反应的发明者。2010年还获药明康德公司颁发的“生命化学奖”二

等奖，2011年获中国化学会有机化学委员会颁发的“有机合成创造奖”。

报告会前，冯小明教授参观了分子识别与功能院重点实验室，并与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进行了交流与讨论。(科

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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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清远市领导和企业家访问化学所

2012年10月31日上午，广东省清远市常务副市长曾贤林、市政府副秘书长安贝璐以及相关委办局领导和企业

家代表一行19人来到化学所，与化学所、理化所和过程所的科研人员展开研讨交流。化学所王笃金副所长、理化

所黄勇书记、过程所齐涛所长助理、北京分院科技处腾启治副处长及三个所的部分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参加了交

流会。

曾贤林常务副市长介绍了清远市的产业发展情况，并希望在北京分院的协调和帮助下，促进清远市相关企业

和三个研究所的实质性技术合作，加快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为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三个研究所的

领导和清远市科技局领导先后发言，表示全力支持与清远市的合作。

随后，化学所马永梅、王峰，理化所季君晖、许林利，过程所曹宏斌、杨军等科研人员分别做了技术报告，

清远市六家企业的代表围绕企业需求与科研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科技处)

化学所王树研究员担任美国化学会《应用材料与界面》期刊副主编

美国化学会(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简称ACS) 成立于1876年，是化学领域的专业组织。目前美国

化学会共出版了30多种较有影响的学术期刊，其中包括《美国化学会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化学研究评述》（Accounts of Chemicall Research）、《化学进展》（Chemical Reviews）等。

王树研究员自2011年10月起，应邀担任美国化学会《应用材料与界面》（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期刊副主编(Associate Editor)，这是首位化学所科学家在美国化学会期刊中担任这一重要职位。迄今为止，化学所

在国际学术组织任职37人次，国际期刊任职106人次。

美国化学会《应用材料与界面》期刊于2009年创办，主要发表新型材料与界面设计与应用领域的研究成果，

是美国化学会第一个侧重于材料应用的多学科交叉期刊，该刊2011年SCI影响因子为4.525。(综合处)

简  讯

料和天然高分子材料等内容。共有60多名科研

人员及研究生出席了本次学术交流会。会议期

间，双方研究人员和与会人员积极提问，互动

热烈，就双方感兴趣的领域进行了广泛、深入

的学术交流与讨论。通过交流，增进了双方的

相互了解，并表达了进一步广泛开展实质性合

作研究的意愿。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部高分子化

学处董建华处长致开幕辞并全程参加了本次学

术交流会。（工程塑料院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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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所组织开展2012年度新进人员入所培训

2012年10月15日至18日，化学所组织开展了2012年度新进人员入所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所情教育、安全教育

和入所人员拓展训练两部分。

15日上午，培训开幕式在化学所礼堂举行，党委书记杨淑霞、各职能部

门负责人出席了开幕式，超过200名新进人员参加了培训，培训由人事教育处

处长孟丽萍主持。开幕式上，党委书记杨淑霞首先对新进人员来化学所工作

和学习表示热烈的欢迎，随后对化学所的历史沿革、发展定位、组织构架、

近年来体制机制建设、人才队伍建设、近年来主要科研成果、研究生培养、

园区建设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对大家提出了几点希望和要求：珍惜

在化学所工作和学习的机会；遵纪守法，尊敬师长，严格要求自己；互相关

心，团结互助，做化学所的主人。

随后，罗三中研究员结合典型事例为大家介绍了实验室安全知识，以增强大家的安全意识；财务资产处袁

静、科技处图书网络信息主管薛兆弘和院图书馆学科咨询部主任吴鸣、网络主管刘美分别对化学所的财务报销、

图书文献、网络资源等相关管理规定和办事流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讲解。15日下午，李红梅大夫为大家介绍了

所内医疗保险的相关管理办法。中关村派出所副所长桂磊应邀为大家介讲解了如何增强个人安全防范意识；海淀

公安分局治安支队秦枝全警官为大家详细介绍了剧毒化学品采购、运输、保管和使用的管理方法及相关法律法

规；科技处处长助理、器材管理主管安贵民结合化学所的实际情况对所内剧毒品的领取、保管和使用办法进行了

补充说明；消防首体南路中队指导员包万年为大家详细地介绍了消防安全知识，并讲解了如何在危险情况下进行

逃生自救。最后，综合处安全保卫主管周利民结合具体事例讲授了所内安全常识，并组织新进所人员签订了《安

全承诺书》，随后还进行了手提式灭火器扑救明火的消防演练。

10月16日上午，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赫荣乔研究员应邀为所内人员做了一场《关于科学创造性的讨论》的

专题讲座。10月17至18日，新进所职工和2012级外招博士研究生在人事教育处的组织下参加了拓展训练活动。此

次拓展活动以体验和经

验分享为教学形式，培

训老师结合实际情况，

采用这一教学形式，精

心设计了一系列新颖、

刺激的场景和活动。此

次培训为大家提供了一

个交流、沟通的平台，

增强了大家的团队合作意识和集体荣誉感。通过体验式拓展训练，新进人员对化学所这一团队的认同感得到了提

升，这为大家更快、更好地融入化学所，认同化学所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人事教育处）

杨淑霞书记介绍化学所情况

拓展训练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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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化学所羽毛球比赛精彩落幕

创新文化建设

化学所举行2012年“庆中秋、迎国庆”游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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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身 你我同行”——化学所工会举行第九套广播操比赛

杨淑霞书记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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