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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处主办

庆祝化学所建所55周年

化学所隆重举行庆祝建所五十五周年活动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硕果累累。在这收获的季节

里，化学所迎来了建所五十五周年的生日。

10月21日上午9时，庆祝化学所成立五十五周年大

会在所礼堂举行，化学所党委书记杨淑霞主持大会，张

德清副所长介绍嘉宾。

原国家科技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卫委员

会主任、化学所原所长朱丽兰，原国家科技部副部长程

津培院士，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张存浩院士，原

中国化学会理事长、化学所原所长胡亚东，原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化学所原所长朱道本院士等一

批曾经在化学所工作或者长期以来关心化学所发展的领

导、专家，兄弟单位代表，所友、学友代表，新闻媒体记者及化学所职工、研究生、离退休老同志欢聚一堂，共

庆化学所五十五岁华诞。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原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郭传杰专门向大会发来贺信。

万立骏所长首先致词，他代表化学所全体职工和研究生感谢各位领导、嘉宾的光临，并衷心感谢他们长期以

来对化学所的关心、支持和帮助！他说：“五十五年来，在几代化学所人的努力下，化学所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五

年前，我们曾经在这里聚会，庆祝化学所建所五十周年，之后这五年，在各位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在全所同志的共

同努力下，化学所又取得了长足发展。”万立骏所长从化学所基本情况、科研工作情况、人才队伍建设及研究生教

育、管理工作情况、党建工作及创新文化建设、“十二五”规划等方面对化学所近五年的工作进展做了全面介绍。

万所长最后说：化学所将继续秉承“创新、求是、团结、奉献”的所训，立足国际化学科学前沿，不骄不躁、锐意

进取，与中国化学界的各位同仁携手并进，为中国化学科学的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续写新的辉煌！

杨淑霞书记主持庆典大会  万立骏所长致词       张德清副所长介绍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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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家科技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卫委员会主任、化学所原

所长朱丽兰在致辞中说：对化学所建所五十五年来取得的成绩表示由衷地

高兴。她说，化学所在多年来取得了大量重要的研究成果，培养和造就了

一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这和科学家们戒除浮躁、坚持科研本身发展规

律，坚持发扬化学所“创新、求是、团结、奉献”的文化精神是密不可分

的。化学所“十二五”期间“一个定位、三个重大突破、五个重点培育方

向”规划很好，希望继续坚守基础，完善战略部署，继续加强人才建设和

科研道德建设，一定会在国际上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为国民经济做出更大

的贡献，化学所的前途必将更加辉煌。

原国家科技部副部长程津培院士在会上致词。他说，过去十年，是科

技发展最辉煌的阶段，化学所在化学学科的发展中、在化学作为基础学科

和应用基础学科与社会经济相结合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经历五十五年

的发展，化学所充分利用好的机遇，发挥了良好的学风，引领了化学领域

的快速发展。今天的化学所，已经成为化学科学的领军科研机构，希望化

学所在培养顶尖大师人才方面更有所作为，希望化学所取得更大的进步。

原中国化学会理事长、化学所

原所长胡亚东在会上致词。他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召开，为化学所

五十五岁的生日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进步要靠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发展要

依赖文化建设。化学所是有着多年文化传统的老所，希望化学所继续传承文

化，不断开拓创新。

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

任、化学所原所长朱道本院士在会上

致词。在肯定化学所取得的重要成绩

的同时，对化学所未来充满信心：化学所一定能把握新的机遇、发展优良

文化、扎实工作开拓创新，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北京大学化学院院长吴凯教授代表兄弟单位讲话，向化学所五十五周

年的生日表示了热烈祝贺，对化学所多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和对中国化学

做出的巨大贡献表示敬意，并祝福化学所继往开来，再创辉煌。

化学所职工代表胡文平研究员在会上做了发言，代表全所职工对化学所的生日表示祝贺，并表示将秉承传

统，立足岗位，为化学所的美好未来继续做出更多贡献。

杨淑霞书记最后再次感谢多年关心、支持、帮助化学所的各位领导，各位所友、学友及各位朋友。她说，建

所55周年将是化学所发展过程中的新的起点，面对已经开始的“十二五”和“创新2020”，化学所将继续努力，

为化学科学的发展和国家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庆典大会后，“庆祝建所55周年所友、

学友座谈会”在分子楼101会议室举行，万立

骏所长主持。大家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围

绕如何做真正的创新研究、如何加强科研道

德和文化建设、如何保持传统和特色的同时

加强团队建设、如何凝练目标产生大师级的

领军人物等方面，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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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文龙副院长调研化学所

2011年9月29日上午，中国科学院詹文龙副院长在院基础局黄敏副局长、化学与交叉科学处刘耀虎副处长的陪

同下来到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进行工作调研。化学所全体所领导、学委会负责人、实验室科研人员代表、职能

部门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陪同调研。

詹文龙副院长一行首先参观了化

学所分子成像研究平台和先进高分

子材料研究平台，听取了方晓红研究

员、杨士勇研究员关于平台建设和研

究工作进展的汇报，在参观过程中与

科研人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随后，詹文龙副院长一行与化学

所科研人员进行了座谈。座谈会由

黄敏副局长主持。万立骏所长首先致

欢迎辞，并向詹文龙副院长汇报了化学所“十二五”期间“一个定位、三个重大突破、五个重点培育方向”规划

具体情况以及实施方案的初步设想，表示化学所将进一步发挥综合优势，打造科研组织新模式，组建交叉研究团

队，促进学科交叉；同时采取引进与培养相结合的原则，选拨优秀学科带头人，进一步优化队伍结构；不断完善

绩效评价体系，营造宽松氛围，进一步调动全体人员的积极性；努力打造科学研究平台，进一步提升科技创新能

力，为化学科学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宋延林研究员、阳明书研究员、徐伟副研究员、郭玉国研究员、

李春成研究员先后就纳米材料绿色制版技术研发与产业化进展、新型

降粘降凝剂在原油输运中的应用、有机热电材料研究、下一代高性能

锂二次电池研究、PBO纤维的研制等重点研究工作进行了汇报。

在听取了工作汇报后，詹文龙副院长与化学所参会人员进行了座

谈，他对化学所不断涌现新的成果表示高兴，对化学所项目进展情况

给予了肯定，对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顺利实施“十二五”规划、以及

“科教结合”工作的具体做法和面临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并作出了重要指示。

詹文龙副院长最后强调，在“十二五”开局之年，做好“一三五”规划的落实工作尤为重要，要注重体制机

制的改革创新，组建全面高效的创新队伍，注重“科教结合”，促进学科交叉。院里将努力从科技政策、科研条

件等方面为研究所创造更好的环境。（综合处、科技处）

“庆祝建所55周年学术报告会”在所礼堂

举行，张德清副所长主持。朱道本院士、江雷

院士分别以“走自主创新之路，把握发展机

遇”、“仿生智能多尺度特殊浸润性界面材

料”为题，作了精彩报告。（综合处）

专题报道

参观先进高分子材料研究平台参观化学所分子成像研究平台

江雷院士作报告朱道本院士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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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铁牛副秘书长一行到化学所指导工作

2011年9月23日，中国科学院谭铁牛副秘书长在院办公厅信息化处宋俊虓副处长、国际合作局综合处彭颖副处

长、网络中心戴博伟副主任的陪同下，到化学所就国际合作和信息化工作进行了视察调研。 
万立骏所长主持会议，首先致欢迎辞并介绍了化学所参会人员。张德清

副所长作了工作汇报，在全面介绍了化学所的基本情况后，详细汇报了化

学所国际合作、信息化工作的开展情况，并向谭铁牛副秘书长介绍了化学所

“十二五”发展规划。随后，谭铁牛副秘书长一行与化学所参会人员进行了

座谈。谭铁牛副秘书长详细询问了化学所纳米绿色打印制版项目、学生队伍

建设、国际合作和信息化工作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万立骏所长、杨

淑霞书记及其他参会人员，从国际合作、ARP运行管理平台建设、网站群建

设、网络环境建设、计算应用环境等方面，结合化学所在国际合作中招收国

外科研人员、国外电子期刊的订阅、ARP系统中的安全使用、数据资源的合

理使用等实际问题，与谭铁牛副秘书长以及宋俊虓副处长、彭颖副处长、戴博伟副主任进行了深入交流。

座谈会后，谭铁牛副秘书长对化学所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化

学所作为有五十五年历史的老所、大所、强所，在很多方面起到了“领头

羊”的作用，化学所的国际合作和信息化工作做的非常出色，中英文门户网

站内容全面、更新及时，各项工作都有着非常好的现状和规划。谭铁牛副秘

书长同时指出，国际一流的研究机构一定是国际化的，网络现在已嵌入到生

活的每一方面，化学所各项工作的开展要站位更高：要加快自身的国际化进

程，进一步提升研究所的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要把握更简捷科学的信息

化尺度，真正让信息化影响研究所的决策，以促进研究所更多创新成果的产

生；要在机构设置方面提供必要的服务和保证，建立完善的领导小组和工作

队伍；要加大研究所工作宣传的力度，同时重视细节，将研究所的宣传工作做到更全面细致。

最后，万立骏所长对谭铁牛副秘书长一行到化学所指导工作再次表示感谢。表示化学所将把谭铁牛副秘书长

的指导意见全面落实到研究所国际合作和信息化具体工作中，以务实的作风、扎实的工作来加强相关工作和队伍

建设，进一步努力提升化学所的信息化指数，结合实际继续做好研究所各项工作。（综合处）

中国科学院巡视组到化学所开展巡视工作

按照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的部署和要求，根据《中国科学院巡视工作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9月27日至29日，

中国科学院巡视组组长、巡视工作办公室李晓光主任等一行5人对化学所开展巡视工作。

9月27日下午，巡视组按照工作程序召开了巡视工作会议，院

巡视组组长、巡视工作办公室李晓光主任全面介绍了开展巡视工作

的目的和重要意义，结合院巡视组的工作经历，通过翔实的数据，

介绍了中国科学院开展巡视工作的情况，并对此次到化学所开展巡

视工作的程序和要求作了介绍。

化学所万立骏所长代表所党政领导班子从化学所基本情况、科

研工作情况、人才队伍建设及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及制度建设情

况、党建工作及创新文化建设、“十二五”努力方向及存在的问题

谭铁牛副秘书长讲话

万立骏所长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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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向巡视组作了整体汇报。

会后，根据巡视工作程序，巡视组分四组，分别与所领导班子成员、研究员、中层干部、科研人员代表、离

退休职工代表、研究生代表等120余人进行了谈话，深入了解所领导班子的相关情况以及科研、管理、党风廉政建

设等方面的工作情况。谈话人员填写了巡视工作调查评价表并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交至巡视组。

在化学所巡视期间，巡视组还查阅领导班子、党委等相关会议记录、各种规章管理制度、财务账目及相关材

料，并前往化学所昌平基地实地考察了化学所纳米材料绿色制版项目的进展情况。（综合处 人事教育处）

化学所举行“十二五”战略规划研讨会

2011年7月18日-19日，化学所“十二五”战略规划研讨会在杏林山庄举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姚建

年院士、化学部副主任陈拥军研究员、化学部三处处长杨俊林研究员，中科院基础局化学与交叉处处长郭大军研

究员、副处长刘耀虎博士等有关领导，化学所院士、所领导、研究员及职能部门负责人等100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会议由万立骏所长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姚建年院士首先简

要回顾了近年来化学所的规划历程，希望化学所在

“十二五”期间进一步发挥综合实力，引领化学学科

若干重要领域的发展，产生更多原创性成果。中科院

基础局化学与交叉处郭大军处长充分肯定了化学所在

“十二五”战略规划方面的工作。

张德清副所长汇报了化学所在创新三期各方面的

工作进展、“十二五”战略规划工作以及“一三五”

的整体设想和部署。万立骏所长进一步阐述了化学所

“十二五”发展的整体考虑，并请大家就“十二五”规划内容和具体措施等方面认真讨论，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随后，与会代表分成三个组，围绕会议议题，重点就研究所定位、科研布局、体制机制、人才队伍、科研条

件和基本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为化学所的发展积极建言献策。（科技处）

化学所党委召开中心学习组扩大会议

9月1日，化学所党委召开中心学习组扩大会，传达中科院夏季党组扩大会议精神和学习《中国科学院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会议由党委书记杨淑霞主持，党委委员、所务会成员、纪委正副书记及党办主任参加

集体学习。

杨淑霞书记首先带领与会人员集体学习了《中国科学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并就责任分工、责

任内容、责任考核、责任追究等方面内容进行了重点学习。杨书记强调党政领导干部要充分认识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制的重要性，要把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增强责任意识，提高反腐倡廉的自觉性和

紧迫性，为建设改革创新和谐奋进的化学所提供有力保障。所纪委根据《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实施办法>的通知》文件精神，对《化学所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细则》进行了重新修订，近期将提交党委会

审议通过。

万立骏所长传达了中科院2011年夏季党组扩大会议精神，重点传达了白春礼院长的重要讲话：白院长的报告

总结了新一届院领导班子上半年的工作，深入分析了新时期新阶段中科院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深刻剖析了制约

中科院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认真研究院内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明晰了中科院战略定位，提出了“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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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筹）召开2011年夏季学术交流会

北京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筹）2011年夏季学术交流会于2011年8月26日-27日在北京顺义召开。来自北京分

子科学国家实验室的90多名研究员、教授参加此次学术交流会。

国家实验室副主任张德清研究员受万立骏主任委托主持了上午的会议，并对各位理事、院士、各部门领导多

年来给予本实验室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朱道本副理事长、科技部基础司基地处周文能处长、国家基金委化学部常务副主任梁文平，教育部科技司

陈盈晖副司长先后讲话，肯定了北京分子科学实验室筹建以来在分子科学的前沿和应用研究、人才培养与聚

集、合作交流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同时希望大家继续努力，把实验室建设成为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分子科学研

究基地。

中科院基础局刘鸣华局长在讲话中指出：中科院化学所和北大化学院在筹建过程中紧密配合、扎实推进实验

室的建设，希望北京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进一步加强原创性研究工作，引领分子科学前沿交叉研究，进一步关注

国家战略需求，为国家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做出更多贡献。把该国家实验室建成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分

子科学研究基地。

席振峰主任汇报了国家实

验室过去一年中在科研工作进

展、人才队伍建设、学术交流

与开放等方面工作。

下午，国家实验室的李彦

教授、钟羽武研究员、陈鹏教

授、王树涛研究员、陈兴教授

及胡劲松研究员先后以“碳纳

米管的可控制备和修饰”、“环

状金属钌或三芳胺参与的新型

混合价体系”、“活细胞的蛋白质化学”、“癌症诊疗用仿生粘附界面材料”、“化学生物学方法研究糖生物学”及

“能量转换纳米器件中基本科学问题的研究”为题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并与与会人员进行了深入探讨。

此外，还召开了理事座谈会，参会的理事对国家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北京分子科学国

家实验室（筹）办公室）

院基建局领导到化学所新实验楼工地检查安全工作

7月12日下午，院基建局局长孔繁文一行到我所新实验楼工地进行安全检查并指导工作。

检查组一行查看了安全生产资料、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等，施工单位负责人汇报了工地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具

体做法和安全生产措施，孔局长重点询问了雨季施工情况以及防汛应急方案的落实情况，并指出：施工单位作为

办院、开放兴院、人才强院”的发展战略，明确了下一步发展思路和改革创新的着力点与突破口，并对近期重点

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万所长强调，我们要结合化学所的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抓好“十二五”规划和“创新

2020”的组织实施，做好我所“一三五”发展目标的落实工作。

其他所领导及与会者结合化学所的实际，就科研、人才、管理以及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讨论和

交流。（综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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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建党90周年，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化学所党委认真组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收听收看工作

2011年7月1日上午10时，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胡锦涛总书记在大会

上发表重要讲话。

化学所党委高度重视此项工作，会前全面部署了广大党员的收听收看工作。除了下发通知号召全所广大党员

通过各种方式收听收看外，还要求基层党支部组织好收听收看工作。

7月1日上午，化学所在分子科学中心101会议室布置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直播现场，部分党员所

领导、所党委委员、党支部书记、党员集中进行了收看。（综合处）

责任主体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甲方和监理也要充分发挥监督的作用。施工单位要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管理，严

格执行安全生产规范，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包括工人宿舍的用电安全、食堂卫生等方面。孔局长还询问了甲方工

程款的支付情况以及施工方劳务费发放情况。检查组一行还实地检查了人防出入口的施工情况，空调、通风、消

防、电气等管道安装情况，水磨石地面施工情况等。（基建办公室）

 化学所党委组织全所党员群众观看《建党伟业》

作为化学所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6月30日中午，化学所党委组织了全所500余名党员群

众观看了《建党伟业》，广大党员群众们一起回顾了90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波澜壮阔的岁月，进一步增强了

对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的认识。观看电影后，大家都倍受鼓舞，在喜迎建党90周年的日子里，观看这部经典之

作，既是对党史的再一次学习，也是对自己理想信念的又一次洗礼。大家都表示要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本职工作

中，作出更多更好的成绩。（综合处）

 离退休党支部召开部分离退休党员座谈会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6月28日上午，化学所离退休党支

部组织部分离退休党员召开了座谈会。党委书记杨淑霞和老同志们一起

共同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不平凡的光辉历程。与会老党员们特别感

谢所党委、所领导对老同志们实实在在的关心，表示老同志们一定会继

续关心所里的发展，继续努力为化学所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离退

休党支部）

 离退休党支部召开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

7月21日上午，化学所离退休党支部召开了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

化学所党委书记杨淑霞、离退休党员近120余人参加了会议。杨淑霞书

记首先传达了在中国科学院2011年度工作会议报告精神，重点传达了

2011年度化学所工作会议精神，并向离退休党员们通报了化学所为纪念

建党90周年各项活动的进展情况。离退休党支部书记李福家在会上简要

汇报了2010年离退休党支部工作情况随后宣读了离退休党支部评选出的

各类奖项获奖名单。（离退休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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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技术材料党支部召开2011届毕业生经验交流会

为促进各年级间的交流与沟通，给同学们提供一个传授科研、就业

经验的交流平台，6月22日，高技术材料党支部组织召开毕业生经验交流

会。党支部书记张志杰首先介绍了高技术材料实验室目前的发展状况和

取得的成就，感谢毕业生们为实验室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9位毕业生与

在读研究生们一起分享了他们在化学所期间的学习、生活及求职过程中

的经验和心得，并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低年级同学的各种疑问。经过热烈

的讨论和交流，低年级的学生更加明确了所学专业的就业特点和毕业去

向，大家都表示收获很多。（高技术材料党支部）

 分子动态学党支部开展“颂党恩、跟党走，祝福献给伟大的党”祝福语征集活动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充分表达基层党员的爱国、爱

党热情，增强广大党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分子动态学党支部在前期开展

“学党史，知党情”党史知识竞赛活动的基础上，于6月下旬组织了“颂党

恩、跟党走，祝福献给伟大的党”祝福语征集的主题活动，并于7月1日进

行集中展示交流，为党的生日送上美好祝福。通过本次的主题活动，进一

步调动基层党员真正融入建党90周年系列活动中，展现青年党员的红色激

情，激发支部党员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热情。（分子动态学党支部）

 分子动态学党支部赴狼牙山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重温党的光辉历程，弘扬党的优良

传统和作风，分子动态学党支部于9月17日组织了“学党史、知党情、

跟党走”主题党日活动。通过此次支部主题党日活动，支部党员们受到

了一次深刻的爱国爱党教育和心灵的洗礼，进一步增强了历史使命感和

社会责任感。大家纷纷表示，要不负党旗下的誓言，不断提高“永远跟

党走”的自觉性，在生活与工作中立足本职工作，爱岗奉献，在创先争

优活动中争当时代先锋，积极努力为祖国的科研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分子动态学党支部）

科研进展

《先进材料》封面报道化学所有机薄膜晶体管及柔性电路溶液法
制备方面的研究进展

有机薄膜晶体管（OTFT）由于在轻薄、低成本和柔性有机电子产品方面

的广阔应用前景而成为有机电子学中的前沿研究。随着OTFT二十年来的迅猛

发展，其性能指标已经初步满足实用化要求。但OTFT仍然存在着性能、稳定

性和成本等方面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大大限制了OTFT的进一步发展。其OTFT器件结构与制备示意图及当期

《先进材料》封面



2011年   第 7-10 期

9

中，OTFT的低成本制备特别是器件的溶液法加工以及高性能、高稳定性的功能材料开发特别是n型半导体研发作

为决定OTFT走向应用的关键已成为学术界和工业界的研究热点。

在中国科学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支持下，化学所有机固体院重点实验室和上海有机所材料化学实验室

的研究人员在前期系列n-型有机半导体材料与器件合作研究的基础上(J.Am.Chem.Soc. 2010,132,3697-3699; Chem.
Mater. 2011,23,1204-1215)，选用硫杂萘二酰亚胺NDI2OD-DTYM2为n-型有机半导体材料，通过系列界面修饰和优

化，采用喷墨打印等溶液法加工技术制备了高性能n型OTFT，电子迁移率最高达到1.2 cm2 V-1 s-1，这是国际上已报

道同类器件的最优结果之一。此外，基于化学所有机固体院重点实验室在OTFT界面修饰、溶液法成膜和电路加工

方面的积累，在没有任何真空或惰性气体保护的情况下采用全溶液法加工技术构筑了OTFT柔性电路。相关研究结

果发表在近期发表的《先进材料》（Adv.Mater. 2011,23,2448-2453）上并被选为封面文章,论文出版后被Wiley出版

集团选为“Organic Electronic”领域的“Hot Topic”文章。（有机固体院重点实验室）

不对称催化仿生转氨化研究新进展

具有光活性的α－氨基酸是生物体和有机合成中最为重要的物质之一，

它们既是维持生物体生命延续的关键要素，也是有机合成中的一类重要结构

骨架。人体内α－氨基酸的合成是通过α－酮酸的转氨化反应实现的，这个

转氨化过程需要辅酶维生素B6和特定的生物转氨酶共同完成。在有机不对称

催化中，能够发展一种基于人体内转氨化反应的仿生合成手性α－氨基酸的

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挑战。

在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院和化学所的支持下，化学

所分子识别与功能院重点实验室的科研人员以酮酯为底物，简单苄胺作为

氮源，金鸡纳碱衍生物作为手性催化剂，成功实现了α－氨基酸衍生物的

仿生转氨化合成。他们采用“一锅法”，使得通常难以分离的酮酯亚胺可以

原位生成，同时利用酮亚胺和转氨化产物醛亚胺的热力学稳定性差异，在金

鸡纳碱衍生物的手性环境下，高选择性地形成一种构型为主的醛亚胺产物

（88－92％ee），再通过一步简单的水解反应得到手性α－氨基酸衍生物。

这也是目前已报道的不对称催化的仿生转氨化领域中最优的结果。该方法

操作简便，原料易得，底物适用范围广。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J. Am. Chem. 
Soc.2011,133,12914-12917。（分子识别与功能院重点实验室）

不对称仿生转氨化反应示意图

不对称仿生转氨化反应过渡态

新型温敏化学荧光传感材料研究重要进展

近年来，化学荧光传感材料和器件的研究作为材料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

受到化学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化学荧光传感器由于具有高灵敏度、可实时检

测等优势，在分子识别和传感器的应用方面得到蓬勃发展。在科技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化学所光化学院重点实验室的课题组

多年来致力于化学荧光传感材料的设计合成及其新型器件的研究，曾利用化学

荧光传感原理和具有特殊结构的发光分子对金属正离子、氟离子进行了高效识

别和检测，（Inorg. Chem., 2006, 45(8), 3140；J.Phys. Chem. A, 2007, 111(46), 1793; 

J. Phys.Chem. B, 2007, 111(21), 5861，J . Phys. Chem. C, 2009, 113(9), 3862; J.Phys. Chem. A, 2009, 113(20), 5888，Angew. 

发光随温度变化的机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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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 Int.Ed. 2010 , 49 , 4915-4918)。最近，该课题组设计合成了一

类新型的三芳基硼化合物，实现了对温度在很宽范围的灵敏响应。

研究结果发表在Angew . Chem. Int. Ed. 2011 , 50 , 8072-8076。
在以前利用温敏材料制备的化学荧光传感器中，随着温度的

增加，发光组分的发光效率会大大降低，很难实现较大温度范围

的检测。在本工作中，课题组研究人员设计合成了一类新型的三

芳基硼化合物作为发光组分，利用其在溶液中高温和低温时不同

分子构象之间的转变，保证了在很宽的温度范围内都具有很高

的发光量子效率，并在不同温度下表现出明显的发光颜色变化。在低温表现为绿色发光，高温表现为蓝色发光。

将这种发光溶液密封在薄膜中，制备出了大面积的温度敏感材料，其温度敏感的空间分辨率可以达到几十微米。

（光化学院重点实验室）

氮杂环卡宾催化合成手性含硫化合物研究新进展

硫杂环结构是众多药物分子的关键骨架，同时手性含硫分子在不对称合成等领域应用广泛。发展催化不对称

合成硫杂环及含硫化合物具有很强的科学意义。

在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科院的支持下，化学所分子识别与

功能院重点实验室在氮杂环卡宾催化合成手性含硫化合物研究中取得新进

展。在前期实现氮杂环卡宾催化合成手性内酯、内酰胺等多种杂环化合物

基础上（Org. Lett. 2008, 10, 277; Angew. Chem. Int. Ed. 2009, 48, 192; Angew. 
Chem. Int. Ed. 2010, 49, 8412），研究人员发展了氮杂环卡宾催化的烯酮与亚

硫酰芳胺的不对称【2 + 2】形式环加成反应，高产率、高对映选择性地得到

了相应的硫杂环化合物，进一步通过氧化、还原等衍生反应，制备了内磺酰

胺、硫酯、硫醇等在药物化学及合成化学中有重要应用前景的手性含硫化合物。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近期《德国

应用化学》上Angew. Chem. Int. Ed. 2011, 50, 9104。（分子识别与功能院重点实验室）

氮杂环卡宾催化不对称合成硫杂环

及其衍生物

离子液体包CO2型微乳液研究重要成果

微乳液是热力学稳定的油水分散体系，在工业、农业、医药等许多领域的应用十分广泛。开发新型绿色微乳

液体系具有重要理论和实际意义。

超临界CO2和离子液体是具有许多特性的绿色溶剂。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的大力支

持下，化学所胶体、界面与化学热力学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在前期超临界CO2/离子液体乳液研究的基础上(Angew. 
Chem. Int. Ed., 2011, 50, 636-639)，对CO2/离子液体/表面活性剂体系的相行

为与分子间相互作用开展研究，发现这类体系可形成离子液体包CO2型微乳

液，并研究了其形成机理。与传统油水微乳液相比，这种新型微乳液具有许

多特点，如微乳液由两种绿色溶剂组成，并且其性质和功能可以用CO2的压

力和离子液体的种类进行有效调控；CO2可以通过卸压方便的去除，不会造

成对产物的污染等。该研究成果发表于近期《德国应用化学》(Angew. Chem. 
Int. Ed., 2011, 50, 9911-9915)。这类微乳液体系在化学反应、材料合成等领域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胶体、界面与化学热力学院重点实验室）

a) 温度渐变情况下的DPTB溶液荧光颜色变化；

  b) CIE色度空间中DPTB发光颜色与温度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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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材料和器件研究系列进展

在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化学所有机固体院重点实验室的相关研究人员致力

于分子材料和器件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新进展，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并分别在Chem. Rev. 和Chem. Soc. Rev.
上发表了综述。

在有机场效应晶体管(OFET)中，介电层/半导体层界面状态对

器件性能有重要影响。在目前OFET的界面研究中，诸多界面参数

的计算和测量都是基于统计平均的方法。表面能作为一个重要的介

电层/半导体界面影响因素，其均匀程度对器件性能的影响在此前

的界面研究中长期被忽视，而对表面能非均性这一关键因素考量的

缺失，也正是界面研究中众多争议产生的主要根源之一。该课题组

在对介电层表面能非均匀性引起的一系列实验现象进行充分研究的

基础上，通过实验证明了表面能非均匀性对有机场效应晶体管性能

影响的广泛性，并且发现了表面能非均匀程度和有机场效应晶体管迁移率之间存在一种线性反比关系。相关研究

成果发表在近期的《先进材料》 （Adv. Mater. 2011, 23, 1009-1014），并被选为插页（Frontispiece）。

随后，该课题组的研究人员又在上述工作基础上，通过利

用介电层表面能非均匀性对有机半导体层生长形貌进行控制和

优化，制备出空穴迁移率高达3.6cm2/Vs的并五苯场效应晶体

管，这是国际上已报道的并五苯柔性薄膜器件的最优结果之

一。同时，研究人员又在这一高性能晶体管基础上，制备了高

性能柔性环形振荡器，振荡频率超过1 kHz。相关研究成果在近

期的《先进材料》（Adv. Mater. 2011, 23, 3128-3133）上发表。

石墨烯是由碳原子六角结构紧密排列的二维单层石墨层，

是构成其它维度碳材料如富勒烯、碳纳米管和金刚石的基本单

元。如何制备高质量，大面积，形貌可控的石墨烯是石墨烯领

域的核心问题，也成为国际上石墨烯研究的竞争点所在。化学

气相沉积法（CVD）由于具有成本低廉，可大规模制备等优

点，近几年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制备石墨烯的主要手段。该课

题组采用CVD方法，选取金属铜作为催化剂，精确控制生长条

件，成功地制备出形貌规则的六角石墨烯，并对其电学性质进

行了深入研究。六角形貌石墨烯

的发现极大的扩展了石墨烯领域的研究内容。相关研究内容发表在近期的《先进材

料》（Adv. Mater. 2011, 23, 3522-3525）上。 
基于石墨烯的新结构的探索是石墨烯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他们在液

氮的条件下通过微波火花法剥离天然石墨，获得了高质量，高纯度的碳纳米卷。这

种石纳米卷是由少数层或单层石墨烯卷曲而成，并有紧密的结构。该碳纳米卷的场

效应器件在空气和氮气中都具有稳定的双极性行为，在氮气中最高的空穴迁移率可

以达到3117 cm2/Vs， 电子迁移率可以达到4595 cm2/Vs。碳纳米卷的还具有着稳定的

线性电流/电压曲线，最高电流密度可达7 × 107 A/cm2 （Adv. Mater. 2011, 23, 2460-
2463）。

图1 介电层表面能非均匀性机理示意图和当期

《先进材料》插页

图2 基于高性能并五苯场效应晶体管的

五级柔性环形震荡电路

图3  CVD方法制备的六角石墨烯AFM图和

两种可能的边界排列。

图4 碳纳米卷形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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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他们和中国农业大学研究人员合作利用电

化学方法，在柔性衬底上，将滴在两电极间的氧化石

墨烯溶液中的氧化石墨烯通过一步法实现了还原和排

布（图5，左图）。并成功将其应用于农药的传感器中, 
该传感器对常用农药—乐果的传感灵敏度达到了7.6 ppb 
（图5，右图），并进一步分析得到该农药分子的活性

来自于：氮、硫和磷原子的共同作用结果。相关研究成

果发表在Adv. Mater. (2011, 23, 4626–4630)上。

多年来，相关研究人员开展了碳纳米管及其特性的研究，在碳纳米管可控制备、生长机理和电性能方面取得

了系列成果，并得到学术界同行的认可，英国皇家化学会发表了Tutorial Review (Chem. Soc. Rev., 2011, 40, 1324-
1336)，系统地介绍了近几年来在碳纳米管分离和富集的成果。

作为潜在的大面积，低成本，柔性的电子器件，有机场效应晶体管的研究在过去十年取得了重要的发展，正

在走向应用。有机场效应晶体管主要为薄膜型器件，因此薄膜的制备技术、表征技术对薄膜的质量和器件性能具

有重要的影响。该课题组不但重视分子材料的化学结构与器件性能之间的关系，还在薄膜的凝聚态结构与器件性

能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方面取得一些成果。应Chem. Rev.(2011, 111, 3358-3406)杂志的邀请，就“应用于场效应晶体

管的有机薄膜的制备与表征的实验技术”撰写了综述。（有机固体院重点实验室）

图5 左图：为一步法排布与还原氧化石墨烯的示意图，

              右图：为制备的传感器对农药乐果的电流信号响应。

化学所主持的两项中科院重要方向项目顺利通过结题验收

2011年9月20日，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局组织专家对化学所唐亚林研究员及陈义研究员分别主持的中国科学院

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高性能聚丙烯腈基碳纤维中晶区结构、取向和微缺陷形成及演变机理研究”及“脑

中化学信息物质的时间分辨分析”进行了结题验收。

验收会由院基础局刘鸣华局长主持。刘局长指出：通过组织项目的验收，将进一步听取专家们的意见和建

议，更好地指导下一步的工作。化学所张德清副所长参加了验收会，他在致辞中首先感谢基础局及各位专家对化

学所及项目组所给予的长期支持与关注，表示在项目的支持下，通过项目组成员的努力，研究队伍得以充分的锻

炼，项目的研究水平得到大力提升，取得了一系列有重要影响的科研成果，并希望在“十二五”期间继续得到各

位领导及专家的支持与帮助。

专家组在听取了项目负责人的汇报后，一致同意2个项目通过结题验收，并建议中科院继续给予重点支持与关

注。（科技处）

学术活动

第二十五届国际光化学研讨会成功召开

2 0 11年8月7 - 1 2日，第二十五届国际光化学研讨会（T h e  X X V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hotochemistry, ICP2011)在北京友谊宾馆成功

召开。此次会议是由国际光化学委员会委托中国化学会光化学专业委员会

主办，中科院化学所光化学重点实验室和中科院理化所光化学转换与功能

材料重点实验室共同承办，佟振合院士任大会主席，化学所杨国强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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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秘书长。作为2011国际化学年的系列活动之一，此次大会共吸引了来自35个国家和地区近400名化学工作者参

加，其中境外代表近230人。

国际光化学研讨会每两年举行一次，是国际光化学研究领域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综合性光化学会议，一般在

欧洲举办，中国化学会光化学专业委员会争取到今年在我国举办的机会，体现了近年来我国光化学研究在国际光

化学界的重要影响。本次会议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基金委、北京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和有关公司的大力

支持。（光化学院重点实验室）

第二届高聚物分子表征高峰论坛成功举行

2011年8月12日至14日，第二届高聚物分子表征高峰论坛在黑龙江省黑河市成功举行。会议由中国化学会高分

子学科委员会分子表征学科组、中国材料研究学会、黑河市科技局主办，由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承办，来自全

国23个单位的30余名专家学者和仪器制造工程师参加了此次论坛。

本次论坛主题为“提高分析仪器技术水平，促

进高分子研究持续发展”。会议围绕高分子溶液、

高分子流变学、高分子显微分析表征等主题进行了

深入的讨论，针对制约分析仪器技术的瓶颈、未来

五年中高分子科学技术对分析表征的主要挑战、仪

器制造的应对措施、科学研究-分析仪器-表征方法

的桥梁、论坛最佳形式和学科组未来工作等一系列

问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实验室）

第五届工程塑料国际学术研讨会成功召开

由中科院化学所工程塑料院重点实验室主办的第五届工程塑料国际学术研讨会（Fif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Engineering Plastics，EP’2011），于2011年8月22日-24日在云南省昆明市成功举办。此次会议共设8个专题，

特别聚焦生物、生物医用和环境友好高分子，以及源自生物质的高分子来自亚、欧、美和大洋洲13个国家，从事

高分子合成、物理、加工和材料的著名科学家和青年学者共170余名齐聚一堂，深入探讨了高分子材料领域的新思

想和新进展。

参会代表结合今年是国际化学年的特点，从社会、科学与工业的角度，就高分子材料发展的热点问题发表了

各自的观点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让我国的年轻学者和研究生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新的思想。会议自始至终保持着

浓厚与活跃的学术气氛。自2001年中国科学院工程塑料重点实验室成功举办第一届工程塑料国际学术研讨会以

来，该会议已经成功举办了五届。与会

的国际同行一致认为，EP系列会议已

成为高分子材料最新结果、深层次思考

与今后发展交流的平台。随着我国近年

来高分子材料研究的不断深入，相关成

果引起了国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展示了

我国高分子材料领域发展的强劲实力。

（工程塑料院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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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马萨诸塞大学Amherst校Thomas P. Russell
教授作分子科学论坛报告

2011年9月6日，美国马萨诸塞大学Amherst校Thomas P. Russell教授应邀访

问化学所，并作了题为“On the Morphology of the Active Layer in Polymer Based 
Photovoltaics”的分子科学论坛报告。韩志超研究员主持了报告会，张德清副所长

为Russell教授颁发了“分子科学论坛讲座教授”荣誉证书。

Thomas P. Russell教授于1979年取得美国马萨诸塞大学Amherst校博士学位，就

任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同步加速放射

实验室顾问教授、美国中子散射学会资深会员，并于2008年被选为美国工程学院院

士，其研究领域涵盖聚合物纳米结构、聚合物基纳米颗粒组装、高分子薄膜的电流

体力学不稳定性、高分子材料的表面界面性质、高分子形态学、相转变动力学、超临界流体/高分子间作用等众多

领域，曾获得美国化学会Arthur K.  Doolittle Award、美国马萨诸塞大学Silvio P. Conti Faculty Fellowship Award,荷兰

高分子学奖（Dutch Polymer Award）、美国物理学会高分子学部Polymer Physics Prize、美国化学会高分子科学与

工程领域合作研究奖等奖励与荣誉。Thomas P. Russell教授在华期间与我所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科

研人员进行了深入交流。（科技处）

张希院士精彩首讲做客化学所“化学大讲堂”

2011年9月22日下午，中科院化学所“化学大讲堂”活动正式启动，并在化学

所礼堂热烈开讲。杨振忠副所长主持首讲报告会。“化学大讲堂”由万立骏所长倡

议设立，在所务会、学术委员会和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具体指导下，由化学所研究生

教学与管理委员会、研究生办公室、团委、研究生会承办，是化学所新推出的面向

广大青年特别是研究生的又一特色学习交流平台，将定期地邀请各领域的专家、学

Eiichi Nakamura教授“中国科学院爱因斯坦讲席教授”
授予仪式暨学术报告会

2011年9月15日，化学所为日本东京大学Eiichi Nakamura教授举行了 “中国科学

院爱因斯坦讲席教授”授予仪式，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万立骏院士为Nakamura教
授颁发了“中国科学院爱因斯坦讲席教授”证书。仪式结束之后，Nakamura教授作

了题为“有机分子与有机反应中的单分子成像”的精彩的学术报告。授予仪式和学

术报告由张德清副所长主持。

Eiichi  Nakamura教授为国际著名的有机化学家，现任《美国化学会志》

（JACS）副主编、美国科学促进会士、英国皇家化学会外籍院士、美国艺术与科

学院外籍院士、日本化学会和日本化学会编委会成员并且为日本东京大学化学系教

授。Eiichi Nakamura教授主要从事金属有机化学、有机发光材料、单分子成像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在有机化学领

域建树颇丰。他曾获得美国化学会颁发的2010年阿瑟科普学者奖、2006年德国政府颁发洪堡研究奖、日本化学会

颁发优秀青年化学家、日本IBM科学家奖等，并于201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爱因斯坦讲席教授”。（科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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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Jeffrey S. Moore教授访问化学所

2011年10月18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Jeffrey S. Moore教授应邀访问

化学所，并作了题为“Arylene Ethynylene Macrocycles:A Privileged Shape-Persistent 
Building Block for Materials”的分子科学论坛报告。张德清副所长主持了报告会，

杨振忠副所长为Moore教授颁发了“分子科学论坛讲座教授”荣誉证书。

Jeffrey Moore教授出生于1962年，于1984年和1989年在伊利诺伊大学分别获得

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伊利诺伊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教授，并为化学系的Murchi-
son-Mallory Chair。Moore教授先后获得Alfred P. Sloan奖, Arthur C. Cope奖等奖励，

现为美国促进会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化学会会士和英国皇家化学会

会士。Moore教授1999年以来一直担任著名期刊《美国化学会志（JACS）》的副主编，并从2011年开始担任伊利

诺伊大学博士后学会的顾问。Moore教授的研究兴趣涉及高分子科学的多个领域，已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

报告会后，Moore教授参观了我所分子纳米结构与纳米技术、有机固体、高分子物理与化学等实验室，并与

我所科研人员进行了交流。（科技处）

者、教授开展形式多样的讲座、论坛、研讨。旨在为广大研究生及青年科研人员创造与大师及科研前辈对话、交

流、请教的机会，激发他们学习、研究学问的兴趣，提升他们的学术素养和综合素养，从而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优

秀人才。

“化学大讲堂”力邀清华大学张希院士作为首讲嘉宾。张希院士做了题为“基于自组装研究，探讨创新思路从

何而来”的精彩报告。报告后，张希院士结合自己的科研历程、成果和感悟，耐心解答了同学们提问。此次报告会

还吸引了所内外多名年轻研究员热情参与，他们和张希院士也进行了学术上的深入交流和探讨。（研究生办公室）

简讯

化学所隆重举行2011级新生开学典礼

9月2日上午，化学所2011级新生开学典礼在化学所礼堂隆重举行。化学所所领导、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导师

代表、部分在学研究生与全体2011级新生欢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庄严而神圣的时刻，庆贺2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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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立骏所长代表化学所全体所领导和全体员工对217名新生的

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祝贺，并回顾了化学所的发展历程，从

历史沿革、学科建设、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人才培养等多方面

介绍了化学所的基本情况，并指出化学所的发展离不开历届研究

生的努力奋斗，对新生寄予了殷切的期望。万立骏所长和杨淑霞

书记向获得2010-2011学年“三好学生标兵”、“优秀毕业生”、

“优秀学生干部”荣誉称号的学生代表颁发了荣誉奖章。

范青华研究员代表化学所全体导师欢迎新生，并结合自己多

年的研究生培养和科研经历作了发言。2007级的杨晓丽同学代表

在学学生和学弟学妹们分享了自己在化学所的学习经验。2011级
新生代表阚晓楠同学畅谈了自己对化学所的憧憬和梦想，表示会珍惜化学所的美好时光，严格要求自己，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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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所举行加强财务和科研经费管理中层干部会议

9月9日上午，化学所举行加强财务和科研经费管理中层干部会议，所领导、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各实验室课

题组长约80人参加会议。

王笃金副所长通报了2011年7月国家审计署对化学所进行专项审计调查情况和现阶段国家主管部门对科研经费

管理的新要求，提出课题组强化预算管理意识的重要性。财务资产处翁非副处长介绍了本次审计工作的背景、发

现的主要问题，以及下一步加强科研经费管理的主要工作计划。毛兰群所长助理从科研管理的角度，介绍了对科

研经费管理的感受，重点强调了课题组、科研及财务部门相互配合是做好科研经费管理的重要基础。杨淑霞书记

最后再次强调，在各类科技经费快速增长前提下，课题组必须严格按照课题预算执行。同时，杨书记介绍了化学

所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并通报了化学所所基建施工进展，新楼实验室分配计划和十二五基建规划。会议中财务资

产处向各课题组发放了《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财务工作手册》，进一步加强各项财务工作制度化、程序化、规

范化。（财务资产处）

   8月5日，北京市海淀区第六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召开。在海淀区侨联六届一次全委会上，经全体委员选举，

化学所万立骏院士当选为海淀区侨联第六届委员会名誉主席。                                                                     （综合处）

   9月9日，正值第27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所团委及研究生会的老师和同学们一大早就守候在所门口，用手中的

一朵朵鲜花表达了对全所教师职工诚挚的节日祝福。形式多样的庆祝方式，使化学所沉浸在浓浓的感恩气氛当

中，让全体师生充分感受到了教师节的快乐。                                                                                  （团委、研究生会）

   9月16日，中国材料研究学会(C-MRS)第六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中国科技会堂隆重举行，共有282人参加了

本次会议。全体代表以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第六届理事会，化学所徐坚研究员连任第六届理事会副理事长。

                                                                                                                                 （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9月27日，美国犹他大学有机化学家彼得·史唐（Peter J.Stang ）教授因其在有机超分子化学领域的杰出贡献以

及突出的社会公共服务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奖，此项奖项为美国科学工程领域的最高荣誉。2004年，史唐教授应邀

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论坛报告，之后被聘请为化学所名誉教授。多年来，史唐教授对化学所的国际合作与交

流、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科技处）

  宋延林研究员荣获第十四届中国科协求是杰出青年成果转化奖。                                      （科技处 中国化学会）

  王树研究员荣获第三届中国化学会-英国皇家化学会青年化学奖。                                                 （人事教育处）

  王树研究员荣获“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                                                                               （人事教育处）

  刘礼兵副研究员荣获“中国科学院卢嘉锡青年人才奖”。                                                               （人事教育处）

  何敏、赵传壮、杨惠、夏铁、刘巧玲、刘洪亮、李晓娜等七位博士后获得“第四十九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

上资助”。                                                                                                                                                     （人事教育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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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新生们一起用勤奋和成绩来回报师恩，做一名合格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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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勉励全体新生珍惜人生中最为宝贵的青春年

华，把握机遇，踏踏实实做人、做事、做学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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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