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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所2010年度SCI收录论文篇数和被引用篇数继续
位居全国科研机构榜首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于2011年12月2
日发布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显示：2010
年度化学所发表论文被SCI（科学引文索引）

收录651篇，居全国研究机构第1名； 2005-
2009年发表的SCI收录论文在2010年被引用

1868篇，居全国研究机构第1名；2001-2010年
发表的SCI收录论文累计被引用4906篇，居全国研究机构第1名；2010年度表现不俗的论文227篇，居全国科研机构第

1名；2010年国际专利授权数量居全国科研机构第一名。（科技处）

赵进才研究员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201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和外籍院士选举工作已经结束。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增

选工作实施细则》的规定，各学部院士投票选举，各学部常委会审查确认，并经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六届十三次会

议审议批准，共产生了51名新院士。

化学所赵进才研究员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和《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选举办法》的规定，经各学部院

士对外籍院士有效候选人进行通信预选，各学部常委会讨论排序，学部主席团六届十二次会

议审议并投票产生正式候选人，并经参加院士增选评审暨选举会议的全体院士投票选举，共

产生了9名外籍院士。（综合处）

白春礼院长率团参加发展中国家科学院第22届院士大会，
江雷院士获化学奖

11月20日至23日，发展中国家科学院(TWAS)第22届院士大会在意大利里雅斯特举行。中国科学院院

长、TWAS副院长白春礼院士率中国TWAS院士代表团出席大会，并主持召开东亚与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

（ROESEAP）院士和青年通讯院士座谈会。

在21日的全体院士大会上，白春礼院长代表ROESEAP办公室作了2011年度的工作报告，受到了与会代表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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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分院反腐倡廉工作考评组到化学所开展量化考核民主测评工作

2011年11月15日上午，由京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北京分院党组常务副书记、副院长马扬任组长，中科院监察

审计局党风建设室主任孙中和，北京分院监察审计处处长管兵，北京分院干部工作处处长李浩然等7人组成的考评

组到化学所对化学所反腐倡廉工作进行了量化考核民主测评工作。化学所所务会成员、党委委员、纪委委员、中

层干部、职能部门负责人、支部书记和职代会代表近90人参加了测评会议。

万立骏所长首先致欢迎辞，马扬书记主持会议。党委书记杨淑霞从化学所概况、化学所反腐倡廉工作情况、

工作体会和努力方向三个方面，向全体参会人员汇报了化学所反腐倡廉工作情况，并重点汇报了2010年至2011年
化学所在领导率先垂范，规范加强制度建设，着力重点岗位反腐倡廉工作，强化监督机制保持预防腐败良好态势

等方面开展的具体有效的工作。杨书记最后指出，反腐倡廉工作任重道远，今后化学所将继续把反腐倡廉建设与

研究所改革发展紧密结合，与规范管理紧密结合，与培育文化环境紧密结合，进一步推进研究所反腐倡廉建设更

加深入、有效的开展，为研究所和谐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政

治保障。

马扬书记对化学所的反腐倡廉方面所做的扎实细致的工

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希望化学所以此次量化考核民主测评

工作为契机，在全面推进实施“创新2020”和“十二五”规

划的同时，继续提高认识，不断推进责任制的落实，使反腐

倡廉工作更好的为科技创新保驾护航。  随后，与会人员对

化学所反腐倡廉工作进行了民主测评，并填写了中科院党风

廉政建设和科研道德建设基本调查问卷。

马扬书记讲话 万立骏所长致辞 杨淑霞书记作汇报

化学所核酸适体方面研究成果入选2010年“中国百篇最具
影响优秀国际学术论文”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于2011年12月2日发布了2010年“中国百篇最具影响优秀国际学

术论文”评选结果。化学所有1篇论文入选：Aptamers Generated from Cell-SELEX for Molecular 
Medicine: A Chemical Biology Approach, F, XH; Tan, WH, ACCOUNTS OF CHEMICAL RESEARCH, 
2010,43(1)：48-57.（科技处）

度评价。在本次TWAS大会上，中国大陆有8名科学家当选为TWAS院士。

化学所江雷院士获TWAS化学奖。TWAS奖主要颁发给发展中国家在科学研究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

（综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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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评大会结束后，考评组和化学所部分科研人员、学生代表进行了座谈，针对目前科研单位应重视和加强

科研行为规范、科研诚信等问题进了讨论。张德清副所长重点从科研工作情况、科研道德建设情况、存在问题

及建议等方面向考评组做了汇报。按照量化考评办法的要求，考评组还查看了化学所反腐倡廉建设工作的相关

文件、实施方案、原始记录、纪要等材料。最后结合检查情况，北京分院纪检监察处处长管兵向化学所领导进

行了意见反馈。（综合处）

院高技术局领导调研化学所

2011年11月17日上午，中国科学院高技术局于英杰副局长在材料化工处曹红梅处长和唐清副处长的陪同下来

到化学所进行工作调研。

化学所张德清副所长、王笃金副所长、杨国强所长助理、毛兰群所长助理等领导同志，以及部分科研人员参

加了调研活动。

张德清副所长首先向于英杰副局长汇报了化学所“十一五”科研工作进展以及 “十二五”规划。

随后，赵彤研究员、张志杰研究员、王笃金副所长/研究员、董金勇研究员先后就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

目进展、面向高技术应用的先进高分子材料、连续纤维增强热塑性复合材料制备与性能控制、聚丙烯高性能化的

多层次催化等重点研究工作进行了汇报。

在听取工作汇报后，于英杰副局长与化学所参会人员进行了座谈，他对化学所“十一五”期间在基础研究和

应用研究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化学所承担的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的完成情况表示满

意。于副局长指出，化学所应用研究的基础十分扎实，先进高分子材料的规划布局前瞻性很强，给他留下了很深

刻的印象。希望能够进一步瞄准国家战略需求，提前布局，更多地开展前瞻性研究。

会后，于英杰副局长一行参观了化学所先进高分子材料工程中心。（科技处）

院计划财务局领导调研化学所

2011年11月22日，中国科学院计划财务局曹凝副局长在

科技条件处杨为进处长、甘泉主管的陪同下，来到化学所进

行工作调研。

化学所杨淑霞书记、张德清副所长，毛兰群所长助理以

及部分科研人员参加了调研活动。

张德清副所长首先向曹凝副局长汇报了化学所

“十一五”工作进展以及“十二五”工作规划，并介绍了化

学所科研装备、研究平台建设的情况。

随后，赵进才研究员、毛兰群研究员、程贺副研究员先

后对面向环境分子科学研究平台、化学与生命交叉研究平台及中子散射平台中心等平台建设工作向曹局长进行了

汇报。

在听取工作汇报后，曹凝副局长与化学所参会人员进行了座谈，她对化学所的平台建设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希望化学所认真做好修购专项的后三年规划，充分发挥现有科研装备和平台的作用，进一步提升创新研究能力。

会后，曹凝副局长一行参观了化学所分析测试中心、高分子科学与材料研究平台、分子器件研究平台。

（科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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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办公厅安全检查组到化学所检查指导工作

11月24日上午，院办公厅安全检查组组长吴立光、院办公厅安保处处长谢凤臣、北京分院副院长王敬泽等一

行8人，到化学所进行安全工作检查指导。化学所党委书记杨淑霞、所长助理黄仁权、职能部门负责人及相关工作

人员陪同现场检查。

会议由黄仁权所长助理主持。检查组组长吴立光首先指出：当前正值岁末年初，是安全工作的特殊时期。院

办公厅把使用危险化学品较多的单位作为重点，采取听、问、看的形式进行安全检查，就是要给各单位敲敲警

钟，使今年的安全工作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为明年开创新局面奠定坚实的基础。

杨淑霞书记从化学所的发展和定位、近几年取得的主要成绩、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创新成果、体制机制建

设、人才队伍建设、研究生培养工作、园区建设几个方面介绍了化学所概况。综合处安全主管周利民从组织保

障、责任体系、技防设施建设及危险化学品管理汇报了安全工作情况。检查组还就新生入所培训教育工作、废化

学试剂处理问题与大家进行了交流

和研讨。

随后，检查组对有机固体实验

室、中控室、化学药品库房、废液

回收库进行了现场检查并查阅了安

全组织机构建设、安全规章制度、

责任制落实、安全检查记录等相关

文件和资料。（综合处）

中科院行管局、中关村街道等单位领导到化学所现场办公

为落实解决中科院吴建国副秘书长在中关村调研时了解到的有关问题，2011年11月17日下午，中科院行管局

工会主席苏晓明组织行管局综治办、中关村街道办事处、中关村交通大队、城管监察分队、中关村派出所等有关

单位负责人一行9人来化学所召开现场办公会。化学所党委书记杨淑霞及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由黄仁权

所长助理主持。

院基建局领导到化学所新实验楼工地检查冬季施工安全

11月21日下午，院基建局原副局长王志刚、计划与工程管理处袁伟处长等一行到化学所新实验楼工地检查冬

季施工安全情况。化学所党委书记杨淑霞、所长助理黄仁权、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基建办公室、施工单位、监

理单位等20余人参加。

袁伟处长首先介绍了此次检查的目的：了解工程施工进展情况，重点检查工程安全生产情况。施工单位负责

人从工程概况及进展、组织机构、安全生产管理措施、安全教育、消防设施、临电管理措施等方面做了汇报。

检查组一行到工地现场检查了施工情况，重点检查了安全生产情况及安全防护措施，工人宿舍卫生及用电情

况，还查看了安全生产资料、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现场临时用电方案及措施等。检查组认为该项目的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对安全生产高度重视，采取了有效的管理措施。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检查组提出了意见和

建议，要求施工单位整改落实。

最后王志刚同志指出：此工程是化学所建所以来规模最大的建设项目，要求各方高度重视，积极配合，保证

质量，保证安全，确保工程圆满完成。（基建办公室）

现场检查1 现场检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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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淑霞书记首先对各位领导多年来对化学所的支持和帮

助表示衷心感谢，并从化学所的发展和定位以及近几年取得

的主要工作成绩两方面对化学所的有关情况进行了介绍，并

表示希望继续得到各有关单位的支持。

与会人员就化学所周边交通、安全、卫生、环境等问题进

行了座谈交流，现场查看了实际情况，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

真的研究、协调和部署，制订了具体工作方案。（综合处）

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化学所举行纪念建党90周年建所55周年知识竞赛

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化学所成立55周年，学习和宣传

党的知识，回顾化学所的光辉历程和优良文化传统，进一步推进创先争

优活动的开展， 2011年11月4日下午，化学所纪念建党90周年建所55周
年知识竞赛在所礼堂举行，此次知识竞赛由所党委主办，团委、研究生

会协办。党委书记杨淑霞，党委副书记杨振忠，所长助理黄仁权，党委

委员范青华、赵睿、孟丽萍及12个基层党支部书记担任比赛评委。化学

所12个基层党支部共36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知识竞赛分预赛和决赛两轮，试题分为必答题、抢答题和风险题三

个环节，题目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的历史、化学所55年发展史、“创新2020”和工会等方面答题。比赛

在紧张热烈的气氛中展开。预赛中各支部选手沉着应战，必答题从容应答，抢答题积极踊跃，风险题更体现了集

体的智慧，选手们流畅的回答充分显示了他们对党史、所史等知识的掌握和理解。整个竞赛活动生动活泼，互动

性强，不仅参赛选手，观看比赛的观众也从中受益匪浅，达到了预期的学习目的。

经过预赛，六个支部闯入决赛。最后，活体分析化学党支部在激烈的竞争中通过附加赛脱颖而出，勇夺冠

军，机关党支部、分子动态学党支部获得二等奖，分子纳米结构与纳米技术党支部、高技术材料党支部、有机固

体党支部获得三等奖。

通过此次知识竞赛，充分调动了党员们学习党史、所史及各方面知识的积极性，进一步增强了化学所广大职

工、学生对党的光辉历史以及化学所的发展历程等知识的了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也更进一步鼓励了大家立足

岗位、创先争优的热情和决心。（团委、研究生会）

颁发一等奖 颁发二等奖 颁发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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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党支部组织参观北京市自来水博物馆

在化学所成立五十五周年之际，为了引导党员进一步正确认识创先争

优活动的深刻意义，继续开展支部的创先争优活动，继续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 11月2日中午，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党支部组织60余人参观了北京市

自来水博物馆。通过这次参观，党员和积极分子们了解了自来水的生产过

程，增长了对水的认识，提高了保护水资源的意识，同时也在创先争优活

动的开展中进一步认识了科学发展观的真正意义。

分子纳米结构与纳米技术党支部赴华奥学校开展爱心捐书助学活动

2011年12月19日，分子纳米结构与纳米技术党支部组织支部党员代表

赴石景山区华奥学校进行慰问，将纳米科技实验室捐赠的书籍送到学校。

2011年12月初，由化学所分子纳米结构与纳米技术党支部倡议的“关爱农

民工子弟，捐书助学”活动在整个纳米实验室展开。实验室的全体老师和

同学积极参与，将适合孩子们阅读的书籍捐赠出来。此次活动共向华奥学

校捐赠书架2个，图书约300册。

光化学与胶体界面党支部召开支部换届选举大会
暨纪念建党90周年知识竞赛活动

2011年12月14日下午，光化学与胶体界面党支部召开党支部换届选举

大会暨纪念建党90周年党的知识竞赛活动。支部书记王金本研究员作了本

届党支部自上任以来的工作总结，随后支部进行了民主选举。在这次支部

换届选举工作中，党支部积极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鼓励党员毛遂自

荐，充分发扬了民主。随后与会党员们进行了建党90周年知识竞赛。 

科研进展

高性能锂离子电池电极材料研究方面系列进展

为了适应消费电子、电动汽车和储能领域的发展，需要开发更高能量密度、功率密度、循环次数和安全性的

锂离子电池。其中高容量、高倍率性能和循环稳定的电极材料的开发是关键，也是研究热点和难点。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化学所分子纳米结构与纳米技术院重点实验室的研

究人员，设计并构筑出可方便形成三维导电网络的同轴“纳米电缆”结构高性能复合电极材料，取得系列进展

（Chem. Mater., 2010, 22, 1908; Phys. Chem. Chem. Phys. 2011, 13, 2014; Adv. Mater., 2011, 23, 4415），并在Energy. 
Environ. Sci. 上发表了综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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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课题组研究人员长期致力于高效、稳定

的高倍率锂离子电池电极材料研究(Adv. Mater., 
2008, 20, 2878; Adv. Mater., 2008, 20, 1160; Adv. 
Mater., 2009, 21, 2710; Adv. Mater., 2010, 22, 4591)。
最近，他们研究发现，同轴“纳米电缆”结构可

有效解决电极材料不能同时高效传导锂离子与电

子的问题（图1）。他们成功制备出结构形貌可

控的CNT@TiO2纳米电缆，发现了新奇的“协同

储锂效应”。一方面，CNT核为Li在TiO2鞘壳中

的存储提供了电子通道；另一方面，由于在CNT上包覆的介孔TiO2层具有相对稳定的表/界面可以减少SEI膜的生成，

从而为Li在CNT中的存储提供了快速离子传输通道，CNT本身的循环性能也因此而大大提高。该“协同储锂效应”

的发现为开发高容量、高倍率、稳定的电极材料提高了新思路（Chem. Mater., 2010, 22, 1908–1914）。文章在网上发

表后被英国皇家化学会的Chemistry World (March 2010, P26)选为研究亮点并进行了报道。

在利用“纳米电缆”构筑“三维

导电网络”结构电极材料时，他们发

现还可以通过构筑内嵌Cu纳米线集流

体的方式来实现（Phys. Chem. Chem. 
Phys., 2011, 13, 20142020）。

此外，他们与德国科研人员一起

还设计并构筑出表界面稳定的同轴

“ 纳 米 电

缆”结构高容量Si基负极材料。成功实现了直接在Cu集流体上生长Cu@Si@Al2O3复合

结构纳米电缆阵列。研究表明，Cu纳米线内核可以提供快速的电子传输并起到有效的

结构支撑作用，Al2O3包覆层具有相对稳定的表/界面，可以减少SEI膜的生成。当该复

合纳米电缆作为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时，表现出优异的循环稳定性和较高的储锂容量。

研究结果发表在近期的Adv. Mater.（2011, 23, 4415）上。

应英国皇家化学会的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期刊邀请，撰写了综述性

Perspective论文，系统介绍了纳米电缆结构电极材料在锂离子电池中的应用及未来

的发展前景（Energy. Environ. Sci. 2011, 4, 1634-1642），并被选为期刊的封底（Back 
Cover）。（分子纳米结构与纳米技术院重点实验室）

图1 同轴纳米电缆结构电极材料及其形成的“三维导电网络”示意图

图2 Cu@Si@Al2O3复合结构纳米电缆

聚合物光子晶体的制备和应用研究方面系列进展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 化学所有机固体实验室和新材料实验室的科研人员

致力于聚合物胶体光子晶体的制备、性质调控和应用研究，取得了系列进展，并应美国化学会期刊Acc.Chem.Res.
(2011,44,405-415) 和英国皇家化学会期刊J.Mater.Chem.(2011，21,14113-14126,Back Cover&hot paper）的邀

请，在Acc.Chem.Res. J.Mater.Chem.发表了专题综述。

聚合物光子晶体由于其特殊的周期结构和光调控性质在高性能光学器件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该课

题组针对目前光子晶体制备和应用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如制备方法复杂、结构性能可控性差、应用局限等，

在高分子结构设计的基础上，发展了通过对形成光子晶体基本组装单元-单分散乳胶粒的表面化学组成及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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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所制备的超疏水/亲油性的光子晶体，

可通过颜色变化监控油品种类

图3 通过喷墨打印制备图案化光子晶体

形貌的调控，制备系列浸润性可调控的高强度光子晶体，并开展了广泛应的用

研究。通过设计具有硬核-软壳结构的乳胶粒子，制备了具有蜂房结构的高强

度聚合物光子晶体（Macromol.Chem.Phys.2006,207，596-604,Cover;J. Mater.
Chem.2008,18,2262-2267）；进一步通过在乳胶粒间引入交联网络结构提高了其

应用强度和耐溶剂性 (Macromol.Rapid Commun.2009,7,509-514,Back cover)；
并制备了高强度、耐高温的SiC光子晶体(J.Phys. Chem.C.2010,114,22303-

22308)。通过调控乳胶粒的表面化学成分，实现了通过组装温度（Macromol. 
Rapid.Commun.2006,27,188-192；Adv. Funct.Mater.2007,17,219-225,Inside 
cover）、pH值(Chem. Mater.2006,18,4984-4986)、紫外光照 (Macromol.Rapid.
Commun.2010,31,2115-2120,Cover）、电化学(Chem.Mater.2008,20,3554-
3556) 等方法调控所制备光子晶体薄膜的性质。进一步通过控制乳胶粒子的结构,制备了各向异性的光子晶体

(Macromol.Rapid.Comun.2010,31(16).1422-1426,Back Cover；Macromolecule,2011,44，2404-2409), 并发

展了在水下对油具有可调控黏附力的光子晶体 (Adv.Funct.
Mater.2011,Doi.Adfm 201101598,Cover)。同时，该课题组通

过聚合物结构设计和表面结构性质控制，利用喷涂（Macromol.
Rapid Commun.2009,8,598-603,Cover）、打印（J.Mater.
Chem.2009,19,5499-5502，Back cover,highlighted by NPG）等

方法简便制备了大面积和图案化的光子晶体，为光子晶体的应

用打下良好基础。

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发展了所制备的聚合物光子

晶体的一系列应用：如光子晶体在环境湿度监控（J.Mater.
Chem. 2008,18,1116-1122,Cover,Highlighted by Small,RSC) 

、石油泄露检测 (Adv.Funct.Mater.2008,20,3258-3264；

J.Mater.Chem.2008,18,5098-5103) 以及化学振荡体系

的实时监控 (Macromol.Rapid Commun.2009,20,1719-
1724,Cover,Highlighted by Materials Views）等方面的应用。他们利用光子晶体聚光器对特定波段太阳光的聚焦，

实现了染料敏化电池的高效输出（J. Mater.Chem.2008,18，2650-2652，Back cover）；基于光子晶体特定频率光

子的调控作用，发展光子晶体在高效发光（J.Mater.Chem.2007,17,90-94,Appl.Phys.Letter, 2007,91,203516）、

高灵敏检测（Angew.Chem.Int.Ed. 2008,47,7258-7262,highlighted by ACS and Nature China; Biosensor&bioelect

ron.2011,26,2165-2170; J.Mater.Chem.2011,21,1730-1735）、

高效光催化分解染料和制氢（Environ.Sci.Technol.2009,43,9425-
9431; Energy. Environ.Sci.2010.3,1503-1506;Appl.Phys.Lett.2011, 
98,023110），以及高性能光信息存储（Adv.Mater.2010,22,1237-
1241,highlighted by Asia Materials）等方面的应用。

最近，他们受美国化学会Acc.Chem.Res.(2011,44,405-415) 和
英国皇家化学会J.Mate.Chem.(2011，21, 14113-14126,Back Cover& 

hot paper）的邀请，就该课题组聚合物光子晶体的制备和应用研究进

展撰写了综述论文。系统总结了通过高分子结构设计和材料表面物

理化学结构的控制，实现利用喷涂、打印方法制备结构性能可控的

光子晶体，以及所制备的光子晶体在发光、传感和高灵敏检测等领

域的应用。（有机固体实验室、新材料实验室）

图1 聚合物光子晶体的结构设计、

性质调控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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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粘附界面对癌细胞检测研究新进展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化学所有机固体院

重点实验室研究人员制备了一种新型癌细胞靶向识别的生物粘附界面，通过与国

家纳米科学中心研究人员合作，实现了对目标癌变淋巴细胞的高效率捕获及释

放。相关研究结果发表在近期的《先进材料》（Adv. Mater. 2011, 23, 4376）上并

被选为封面论文进行了专门介绍。

细胞与材料表面的相互作用是生物界面、材料、医药等领域最为重要的科学

问题之一。近期，相比于传统的二维平面，三微结构表面因其与真实生理环境更

为接近而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在前期工作中，他们发现了三维纳米基底可

以有效的提高血液中循环肿瘤细胞的捕获效率，并与加州大学医学院的研究人

员合作成功对病人血液样本进行了循环肿瘤细胞的分离与检测。（Angew. Chem. 
Int. Ed. 2011, 50, 3084，被 Nature Medicine 和 Science Daily等媒体新闻报道）

在此基础上，他们在通过化学腐蚀得到的硅纳米线阵列基底上修饰了可以

对癌变淋巴细胞产生特异性吸附的核酸适配体。由于分子识别与结构识别的协同效应，实现了对目标淋巴细胞

的高效率的捕获，其捕获效率高于传统二维材料两个数量级。另外，只需利用核酸外切酶切断核酸适配体单链

分子，捕获的细胞便可有效释放，避免了传统去粘附过程中胰酶对细胞的伤害。该研究在《先进材料》（Adv. 
Mater. 2011, 23, 4376）上发表后，被Wiley出版社的Material view of China等新闻报道。这种新型芯片提供了一个

“高捕获易释放”的细胞检测平台。在细胞基的重大疾病诊断，如HIV检测、癌症检测、干细胞分离等领域具有

巨大的应用前景。最近他们还被邀请为Science Publishers出版的纳米医学专著《Nanomedicine in Diagnostics》上

撰写题为“Emerging Nanotechnology for Efficient Capture of Circulating Tumor Cells”的章节。（Nanomedicine in 
Diagnostics，Chp 8，172-190）。（有机固体院重点实验室）

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研究新进展

太阳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洁(绿色)能源，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国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将太阳能转换成电

能的太阳能电池成为各国科学界研究的热点和产业界开发、推广的重点。相对于无机太阳能电池，聚合物太阳能

电池具有成本低、制作工艺简单、重量轻、可制备成柔性器件等突出优点，另外共轭聚合物材料种类繁多、可设

计性强，通过材料的改性可以有效地提高太阳能电池的性能。因此，这类太阳能电池具有重要发展和应用前景，

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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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所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的科研人员与有机固体科研人员合作，最近在共轭聚合物光伏材料上取得系列进展。

在宽带隙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给体材料中，一直以来以MEH-PPV, P3HT等宽带隙材料作为单层或者叠层光伏

器件的主要材料。最近，他们设计合成了一种基于并噻唑的宽带隙D-A共聚物，其能量转换效率达到5.2%，为带

宽在2.0 eV以上聚合物光电转化效率目前的文献报道最高值，研究结果发表在Macromolecules上(Macromolecules, 
2011, 44, 4035–4037)，并成为发表当月该期刊下载量前十。他们还首次将吸电子基团砜基引入到PBDTTT共聚物

中合成了聚合物PBDTTT-S，该聚合物具有宽的吸收和较低的HOMO能级，以该聚合物为给体、PC70BM为受体

的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开路电压达到0.76 V, 能量转换效率达到了6.22%（Chem. Commun., 2011, 47, 8904-8906）；同

时，使用BDT单元的同分异构体BDP单元构建了新的聚合物光伏材料，开路电压高达0.8V、效率达到5.2%（Chem. 
Commun., 2011, 47, 8850-8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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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他们将PBDTTT类聚合

物BDT单元上的烷氧基换成噻吩共

轭支链、合成了两维共轭的新型

聚合物PBDTTT-C-T(见图1)，与带

烷氧基取代基的PBDTTT-C相比，

PBDTTT-C-T的空穴迁移率显著提

高，吸收光谱有所红移并且HOMO
能级有所下移，这些都有利于光伏

性能的提高。以PBDTTT-C-T为给体、PC70BM为受体的聚合物太阳能能量转换效率达到了7.6%，为目前聚合物给体

光伏材料的最高效率之一，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甚至工业界的关注（Angew. Chem. Int. Ed., 2011, 50, 9697–9702）。

基于对基于BDT单元高效共轭聚合物光伏材料的系列研究成果，他们还应邀在Polym. Chem.上撰写综述文章

（Polym. Chem., 2011, 2, 2453-2461）。（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图1 基于噻吩取代BDT二维结构单元的共聚物PBDTTT-C-T的分子结构及其

与烷氧基取代聚合物PBDTTT-C的对比

表面功能组装结构的设计与构筑研究系列进展

以原子、分子为基元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实现功能体系制造是纳米科学与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对于分子电子

学、单分子物理化学、表面图案化等领域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总结功能分子在界面自组装的基本规律，发展构

筑功能自组装纳米结构的新方法和技术，实现特定表面纳米结构的精确调控和可控构筑是人们面临的巨大挑战。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和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化学所分子纳米结构与纳米技术院重点实验室的科研人

员致力于表面功能组装结构的设计和构筑研究，取得了系列进展。

在前期的工作中，该课题组研究了杯芳烃分子在Au电极表面形成多孔网格的结构多样性（J. Am. Chem. Soc. 
2010. 132, 5598–5599，Chem. Asian J. 2011, 6, 1811-1816.）；提出了模块化自组装的方法构筑分子一维纳米结构

（ACS Nano, 2010, 4, 5685–5692. Langmuir 2011, 27, 1292-1297）；研究了寡聚苯乙烯撑衍生物表面手性组装的结

构多样性及调控（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10, 107, 2769-2774. Chem. Commun. 2009, 113, 16193-16198）;研究

了溶剂对表面主客体组装及组织手性表达的影响（Langmuir, 2010, 26, 8195–8200. J. Phys. Chem. C, 2010, 114, 533–
538. Chem. Eur. J. 2009, 15, 9669-9673）. 应Mater. Sci. Eng. R 杂志的邀请，课题组系统总结了氢键、范德华力等超

分子弱相互作用对分子二维组装结构的影响，以及溶剂、浓度、电场、光照等条件对组装过程的调控作用（Mater. 
Sci. Eng. R, 2010, 70, 169-187.）。

最近，该课题组在分子组装结构的精确调控方面取得了新进展。二维周期性孔洞结构的调控是表面主客体化

学的研究重点之一。通常人们利用刚性的芳香环作为间隔调节基元调控二维组装结构的周期。科研人员设计了一

系列端基具有羧基的“遥爪”型构筑基元，该系列分子能够与具有氢键受体基元的三聚茚分子衍生物（TrO23）
通过分子间氢键相互作用协同烷基链之间的范德华力在HOPG
表面构筑了一系列稳定的二维分子网格。该系列二维网格孔洞

结构的重要特点是孔洞的大小可以通过调节苯三酸分子衍生物

烷基链的长短来进行原子级的精确调节，从而能够根据客体分

子的尺寸设计适合的分子主体网格。这一结果具有一定的普适

性，为更加理性的设计结构稳定、可控的二维自组装纳米结构

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Chem. Asian J. 2011, 6, 2426–2430）。

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由（TrO23），苯三氧十一酸（TCDB）

和铜酞菁（CuPc）分子形成的三元组装基元（TBU）为基本单
不同代数的系列三元多级花状组装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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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在HOPG表面构筑了一系列多级花状的自组装结构。通过调节各个组分的浓度以及组装次序，可以有选择性

的获得不同级数的花状结构。利用高分辨的STM技术，深入研究了各个结构的组成和构形，揭示了各个花状自组

装结构之间的变化趋势及组织手性。该研究结果对多组分多级自组装的纳米结构的制备、设计和结构控制都具有

重要意义，也给出了构筑新型功能纳米材料的方法。相关结果发表于近期的《美国化学会志》上（J. Am. Chem. 
Soc. 2011, 133, 21010–21015）。（分子纳米结构与纳米技术院重点实验室）

学术活动

欧洲化学与生物学研究所Ivan HUC教授作分子科学论坛报告

2011年11月22日，欧洲化学生物学研究所Ivan HUC教授应邀访问化学所，

并作了题为“Foldamers: expanding the chemical space”的分子科学论坛报告。

杨国强所长助理主持了报告会，张德清副所长为HUC教授颁发了“分子科学论

坛讲座教授”荣誉证书。

HUC教授1990年获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士学位，1994年获法国巴黎

高等师范学校和美国麻省理工（MIT）联合博士学位。1994-1995年在路易斯

巴斯德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1995-1998年任法国CNRS助理研究员，在诺贝尔

奖获得者J-M. Lehn教授实验室工作。1998至今在欧洲化学与生物学研究所工

作，2004年晋升为教授，现任欧洲化学与生物学研究所所长和多个学术期刊及专著的编委；曾获法国科学院Jecker 
Prize奖等多项奖励。

报告会后，HUC教授与化学所光化学院重点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进行了交流。（科技处）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Steve Granick教授作分子科学论坛报告

2011年11月28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Steve Granick教授应邀访问化学

所，并作了题为“Some curious aspects of soft materials”的分子科学论坛报

告。杨振忠副所长主持了报告会，万立骏所长为Granick教授颁发了“分子

科学论坛讲座教授”荣誉证书和奖牌。

Steve Granick教授1978年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1982年于威斯康

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先后于法国法兰西学院诺贝尔奖获得者P. G. de 
Gennes教授研究室、美国明尼苏达大学Matt Tirrell教授研究室从事博士后

研究。1985年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UIUC）材料科学与工程系任教，目

前为该校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化学系、物理系教授。Steve Granick教授是

美国物理学会会士、2009年美国物理学会高分子物理奖获得者。报告会后，Granick教授与化学所高分子物理与化

学、光化学等重点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进行了交流。（科技处）

第一届中美女化学家学术研讨会在中科院化学所隆重召开

为特别纪念2011年国际化学年和女科学家居里夫人获得诺贝尔化学奖100周年，“第一届中美女化学家学术研

讨会” 于2011年10月24日-27日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隆重开幕。会议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美国自然科

学基金委、北京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美国COACh （Committee on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 Chemists）联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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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所举行2011年研究员工作报告会和青年考核报告会

2011年12月26 -27日，化学所举行2011年研究员工作报告会和所级青年考核报告会。此次报告会邀请了中科院

有关部门领导以及所务会成员、学术委员会成员、各实验室负责人担任专家评委，共有32位研究员和课题组长以

及各实验室推荐的45位青年科技工作者在会上作报告。

本次报告会旨在总结和考核科技人员近几年的工作成绩；激励科技

工作者积极向上的精神；为全所科技人员提供锻炼和相互学习的机会，

培养和选拔优秀科技人才；通过此次考核，活跃所内学术气氛，形成有

利于科技人员广泛进行学术交流的氛围。

化学所2011年青年考核报告分所级报告和室级报告两部分。室级报

告自11月开始，以实验室为考核单元，各考核单元自行组织评审专家组

进行评审，共有12个实验室和分析测试中心830位青年科技工作者参加

报告，为历年参加人数最多的一年。通过青年考核报告会评选出化学所

2011年青年科学奖特别优秀奖和优秀奖。（人事教育处）

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平台工作研讨会在京举行

2011年11月4日，在北京召开了关于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平台运行工作研讨会。科技部条财司马晋并副处

长、刘春晓博士、科技部平台中心黄珍东同志和科学院计划财务局杨为进处长等领导参加了会议，14个国家大型

科学仪器中心中心及网络负责人，各中心依托单位管理部门派人参加了本次工作会议。

有关部门领导要求大家做好转型工作，集思广益做好共享服务工作。平台负责人徐坚研究员介绍了平台总体

要求，分析了平台运行服务相关情况调查报告中专家提出的问题，从平台结构调整、资源整合、服务数量和成

效、科技支撑效果、人才队伍建设和培训目标等方面提出了初步整改设想，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平台办公室费

昌沛研究员介绍了平台培训班和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调研工作会议，对具体问题作了解释和说明。化学所财务

处翁非处长就经费使用情况和注意事项作了说明。会议统一了整改的框架思路，提出了相关整改具体措施，落实

进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平台办公室）

助，由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分子纳米结构与纳米技术院重点实

验室承办。 
会议特别邀请了20位来自中美两国的活跃在化学领域的知名

中青年女科学家作邀请报告，她们就各自的研究领域做了精彩的

报告，报告内容涉及化学生物和先进材料等多领域，充分展示了

中美女化学家在化学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会议期间还设墙报展

和墙报奖，有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

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医药大学、中科院化学所、过程

所、理化所、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等单位的50余位女科研工作

者参加会议。学术报告会后还就如何促进女化学家职业发展、加强国际合作、提高女化学家国际影响力等问题进

行了讨论。此次会议不仅为中美女化学家提供了一个展示成果、充分交流的机会和平台，使美国科学界领略中国

优秀女化学家的风采，而且架起了双方进行长期合作交流的桥梁，促进了女化学家和女科技工作者的自主创新能

力，增强了她们从事科研工作的信心，并极大的鼓舞了更多的女性参与到科研工作中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部常务副主任梁文平教授、副主任陈拥军教授、国际合作局刘秀萍博士、中科

院化学所党委书记杨淑霞研究员、副所长张德清研究员等到会祝贺。（分子纳米结构与纳米技术院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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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领导调研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平台

2011年11月23日，国家科技部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戴国强主任、吕志先副主任，科技部条财司孙增奇处长

及中科院计划财务局曹凝副局长一行10余人来到化学所对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平台进行工作调研。化学所杨淑

霞书记、王笃金副所长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调研活动，在京的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主任或副主任及网络负

责人也参加了此次调研活动。

王笃金副所长首先致欢迎词，并向科技部及科学院领导简短介绍了化学所的基本情况。随后，徐坚研究员代

表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平台汇报了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平台情况。

在听取工作汇报后，参会人员进行了座谈。大家围绕如何进一步使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平台更好地开展共

享服务展开了讨论，还具体针对经费使用原则、共享服务量化考核指标、优化测试服务的减免测试经费措施等进

行了认真地研讨。在听取各中心负责同志的意见和建议后，戴国强主任表示希望各中心能积极在提出问题同时提

出具体建议，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中心会以最优的方法为大家解决难题，并鼓励大家以积极主动心态做好专题

服务，使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平台共享服务上一个新台阶。

座谈会后，戴主任一行还参观了北京质谱中心。（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平台办公室）

简  讯

 化学所举行2011年度新进所人员入所培训

2011年10月25-26日，化学所组织开展了2011年度新进所人员入所培训，入所培训由所情教育、相关政策介绍

和新职工拓展训练三部分构成。

25日上午，所情教育培训在化学所礼堂举行，人事教育处孟丽萍处长主持会议，200余名新进所人员参加了此次

培训。开幕式上，党委书记杨淑霞致辞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欢迎大家来到化学所工作和学习，随后对化学所

整体情况做了全面、详细的介绍，并对大家提出了希望和要求：要珍惜在化学所工作和学习的机会，严格要求自己，

遵纪守法，尊敬师长，团结互助，做化学所的主人。随后，孟丽萍处长、罗三中研究员、财务处副处长孙建英、科技

处图书网络信息主管薛兆弘、医务室李红梅大夫、网络主管刘美、分别对人事教育处的职能和人员分工、化学实验安

全、财务报销、图书文献、医疗保险、网络资源等所内相关管理规定与办事流程向新进人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讲解

和介绍。中关村派出所张勇副所长也应邀为大家介绍了地区治安形势，海淀公安分局治安支队秦枝全警官介绍了剧毒

化学品采购、运输、保管、领取、使用的管理法规和要求。综合处安全保卫主管周利民讲授了消防安全常识，并组织

新进所人员签订了《安全承诺书》，随后进行了连接消防水带和手提式

灭火器扑救明火的消防演练。

10月26日，人事教育处组织了新进所职工拓展训练活动。拓展训练以

体验和经验分享为教学形式，精心设置了一系列新颖、刺激的情景与活

动，参加此次拓展活动的职工拓展训练中都加深了自我认识，增进了彼此

交流的机会，相互了解和信任；增强了团队合作意识和责任感。

此次入所培训活动为新进所职工和学生融入工作环境、认同研究

所文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人事教育处）

 化学所举办科技经费管理改革政策宣讲交流会

为使所内科研人员和相关职能部门更好地理解科研经费管理政策，把握国家科技体制改革趋势，11月11日，

化学所财务资产处邀请了科技部经费监管中心邵世才处长到所进行相关政策法规的宣讲与交流。王笃金副所长，

财务资产处、科技处相关工作人员，课题组长及行政秘书等参加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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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所代表团应邀赴中国科技大学开展所校深入合作活动

2011年12月19日，化学所杨振忠副所长、范青华研究员、于贵研究员、陈传峰研究员、汪福意研究员、叶松

研究员和赵永生研究员一行7人，应邀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开展学术交流活动，主要内容包括

卢嘉锡化学科技英才班优秀奖学金颁奖仪式及座谈会、所系结合系列学术讲座。中科大副校长陈初升，教务处处

长蒋一，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执行院长杨金龙、党委书记葛学武、副院长汪志勇教授等领导出席。

陈初升副校长对化学所与科大共建卢嘉锡化学科技英才班、专门设立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英才奖学金（统

一纳入卢嘉锡化学科技英才班优秀奖学金）表示衷心感谢，同时强调科大化学学科的创办和发展离不开化学所的

支持。杨振忠副所长表示化学所将继续推动双方在所系结合、科研交流、人才培养等各方面的合作。随后，蒋一

处长和杨金龙院长介绍了卢嘉锡化学科技英才班的情况，杨振忠副所长和陈初升副校长共同为10名获奖学生颁发

了证书。颁奖仪式结束后举行了卢嘉锡化学科技英才班建设座谈会，双方就英才班培养模式、如何更好地开展所

系结合和人才培养等工作进行了研讨，并在教学国际化、互聘优秀师资、学术交流、输送人才等诸多双方关心的

关键问题上初步达成了一致意见。交流期间，化学所科研人员为英才班同学、部分导师和研究生做了精彩的学术

讲座，并与广大师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研究生办公室）

 秋高气爽，丹桂飘香，又是一年重阳时。10月10日上午，在化学所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化学所离退休职工

在红星农场欢聚一堂，共度九九重阳节。化学所党委书记、副所长杨淑霞出席大会并讲话，离退休职工300余人参

加了大会。杨淑霞书记代表所领导和在职职工向老同志们表示节日的问候，感谢老同志们曾经对研究所的发展做

出的贡献，并祝福大家身体健康。随后，向老同志通报了化学所近期情况。（人事教育处）

 吕健、王太山等2位博士后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四批特别资助，李改平、吴兴隆等2位博士后获得中

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五十批面上资助（人事教育处）

 根据国家财政部门关于落实公务卡改革的要求，化学所启动公务卡试点工作。本着“先行试点，循序推

进”的原则，试点工作从职能部门开始启动，逐步推广到全所各单位实施。11月9日下午，财务资产处邀请化学所

公务卡代理单位中国建设银行海淀支行的工作人员来所进行了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卡的培训工作。（财务资产处）

 经中国科学院人事教育局审批，350位青年科技工作者入选2012年度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化

学所5人入选2012年度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目前化学所有13名青促会会员，分别是霍利军、郭云龙、王丽

华、陈光明、张建玲、罗三中、刘礼兵、张关心、狄重安、赵宁、于萍、李化毅、董焕丽。（人事教育处）

 2011年11月25日下午，化学所组织召开了“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化学所会员第一次会议。人事教育

处孟丽萍处长主持并介绍了化学所青促会的成员情况和相关管理办法，会员们就如何利用好青促会这个平台开展活

动进行了热烈地讨论，并选取产生了本届青促会化学所活动小组负责人，赵宁为组长，董焕丽、郭云龙为副组长。

（人事教育处）

 为使新入所研究生快速掌握化学领域的学科信息资源，有效提升利用化学科技文献信息的能力，2011年10
月、11月，化学所科技处联合国家科学图书馆举办了“化学领域信息利用系列讲座”，化学所100余名硕博新生全

程参加了培训。（科技处）

邵世才处长从“十二五” 科技经费管理改革和科研经费预算执行两个方面进行了政策讲解。随后，与会人员

就预算的编制、调整、执行，课题结题审计验收，在研项目政策衔接等问题，向邵处长进行了提问，并进行了热

烈的讨论。通过现场交流，与会人员对国家科技经费管理的政策从宏观管理趋势到微观预算执行都有了进一步认

识，表示对今后的工作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最后，王笃金副所长对此次宣讲交流会进行了总结，希望经费管理工作要从预算编制开始，将每一个环节落

实到位，提高经费管理和使用效率，管理和科研部门加强配合，争取使我所成为科研一流、管理一流的研究机构。

（财务资产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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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  奖

化学所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先进单位”称号

 2011年12月8-9日，201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大

会对2006-201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先进单位、先进联络网和先进工作者进

行了表彰。

化学所荣获“2006-201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先进单位”称号。化学所

于2001年、2006年、2011年连续三次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先进单位”

荣誉称号。（科技处）

化学所王树研究员荣获第十二届中国青年科技奖

2011年12月15日，第十二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在京揭晓，来自内地和香

港的100名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受到了表彰。

化学所王树研究员荣获第十二届中国青年科技奖。

每两年评选一次的“中国青年科技奖”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中国科协共同主办，每届获奖者不超过100人。该奖前身为1987年
由钱学森、朱光亚等老一辈科学家提议设立的“中国科协青年科技奖”，1994
年更名为“中国青年科技奖”。（人事教育处）

 化学所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地合作奖先进集体二等奖，宋延林研究员荣获中国科学院院地合作奖先进个人

（科技类）二等奖。（科技处）

 化学所荣获“国际化学年在中国”先进单位称号。（科技处）

 化学所荣获中科院干部人事档案管理先进单位。（人事教育处）

 化学所被评为2011年度中关村地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先进单位。杨淑霞书记被评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

好领导，李红梅被评为先进个人。（综合处）

 李志波研究员获得“国际纯化学和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江教授新材料青年奖” 。（科技处）

 郭玉国研究员当选美国麻省理工学院《Technology Review》“全球杰出青年创新家TR35” 。（科技处）

 2011年度中科院各奖项评选结果揭晓，化学所2名博士生荣获院长特别奖， 4名博士生获得院长优秀奖，3
名博士生获得朱李月华优秀博士生奖；6名博士生获得宝洁优秀研究生奖学金；1名博士生获得美国超导公司奖学

金，3篇论文被评为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名研究员荣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奖，3名研究员荣获中国科

学院优秀指导教师奖，1名研究员荣获朱李月华优秀教师奖，1名研究员荣获导师培训优秀授课教师， 1位老师荣

获“优秀教育管理干部”。（研究生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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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所组织新进所职工拓展训练活动

化学所工会组织2010年保龄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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