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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瞻未来  跨越发展
     ——化学所举行2010年度工作会议

3月12日上午，化学所举行2010年度工作会议，所党政领导、

院士、职工代表大会代表、副高级职称以上人员、管理部门全体人

员、团委委员和研究生会委员200余人参加了大会，杨振忠副所长

主持上午的大会。

万立骏所长作化学所年度工作报告，全面回顾了化学所2009年的

工作情况。2009年，化学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科技创新为中心，积极组织实施创新三期规划，进一步

加强了战略研究和科技布局调整，启动了化学所“十二五”战略规划工作，在争取和承担国家重要科学任务方面取得

良好成绩，科研工作取得重要进展，科研产出再上新台阶，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高技术应用取得重要

进展，继续实施“卓越人才计划”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科研管理和行政管理工作稳步推进，以建国建院60周年为契

机大力开展创新文化建设。万所长还从化学所“十二五”战略规划工作，加强科研组织管理，继续实施创新人才战

略，进一步加强高新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加快新实验楼建设进程，坚持以人为本，不断加强创新文化建设等方面部署

了化学所2010年工作要点。

党委书记杨淑霞同志传达了路甬祥院长在院工作会议上题为《进一步发挥好中国科学技术“火车头”的作用》

的讲话精神，进一步强调了学习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在中科院建院60周年之际的贺信和讲话精神的重要性；传达了白

春礼常务副院长作了题为《总结过去，规划未来，深入实施知识创新工程》的工作报告精神，全面回顾了科学院过

去一年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提出了2010年中国科学院工作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

张德清副所长作了化学所2010年度科研工作计划报告。王笃金副所长作了2009年度化学所财务工作报告。随后，

与会代表们分成五个讨论小组，结合所长工作报告，围绕化学所“十二五”战略规划工作，就如何进一步发挥优势，

做好科研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分组讨论，大家都为化学所的发展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下午的大会由党委书记杨淑霞同志主持。杨振忠副所长宣读了2009年度化学所集体和个人所获各项奖励。所领导

分别向荣获2009年度化学所精神文明先进单位的有机固体党支部、生命分析化学党支部，获得精神文明表扬党支部的

化学热力学党支部、联合党支部，荣获精神文明特别奖的毛兰群同志、江浪同志，荣获第十一届中国青年科技奖的宋

延林研究员颁奖。

万立骏所长进行大会总结，感谢大家对所

里发展的关心和提出的建议。他说，化学所

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新人辈出，

人才不断成长。前瞻未来，化学所将继续坚持

“两个面向”，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科技创新，

不断开拓进取。杨淑霞书记最后再次感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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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代表对化学所的发展提出的很好的建议，同时

通报了化学所基建工作的进展情况，对全所职工

和学生在基建工作开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的理解

表示感谢，希望大家共同克服暂时的困难，为所

里、中科院和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综合处）

活体分析化学院重点实验室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会议召开

4月2日，在化学所隆重召开了中国科学院活体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成立

大会暨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

院、化学研究所领导到会祝贺。张德清副所长主持了成立大会，万立骏所长

致欢迎辞，宣布实验室成立，并向到会的学术委员会成员颁发了聘书。

随后召开的学术委员会会议由张玉奎院士主持。委员们听取了实验室的

工作汇报，审议了实验室的学术方向等相关议题，并对实验室的进一步发展

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活体分析化学院重点实验室）

化学所“分子科学创新研究平台建设项目”开工奠基

4月13日上午，化学所洋溢着一派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 

“分子科学创新研究平台建设项目”开工奠基仪式在化学所隆重

举行。开工奠基仪式由化学所党委书记杨淑霞主持，张德清副所

长介绍参加仪式的领导和嘉宾。

原国家科技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科教文卫委员会主任朱

丽兰，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北京分院党组书记何

岩，原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郭传杰，

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评议工作委员会主任朱道本院士、中科院基

础局局长刘鸣华、北京分院副院长欧龙新、原中科院基建局副局

长王志刚以及兄弟院所、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领导出席了开工奠基仪式，化学

所全体所领导、院士及各单位代表参加开工奠基仪式。

化学所所长万立骏院士代表化学所向出席“分子科学创新研究平台建设项目”开工奠基仪式的领导和嘉宾表示

热烈欢迎，向各有关单位长期以来给予化学所的大力支持表示诚挚感谢！

万立骏所长在致辞中说：“分子科学创新研究平台建设项目”的建设和实施，将进一步改善化学所基础科研条

件，对研究所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跨越式发展产生极大的促进作用；将为进一步促进我国化学科学发展做

出新的贡献；将在吸引、培养高级科技人才，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将在带动产业技术

发展、加快成果转移转化能力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万立骏所长希望“分子科学创新研究平台建设项目”的参建

各方精心组织，科学施工，严格管理，力争又好又快地完成建设任务，确保工程质量和建设安全，将分子科学创新

研究平台建设项目建设成精品工程，顺利实现工程的质量创优目标。

中国科学院党组成员、副秘书长、北京分院党组书记何岩代表院党组、北京分院党组祝贺“分子科学创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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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建设项目”顺利开

工，他要求各参建单位

通力合作，确保建设项

目在安全施工、文明施

工和建设质量等方面取

得丰收，并希望化学所

在创新2020阶段取得更

大的成绩。

原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郭传杰预祝“分子科学创新研究平台建设项目”高质量完

成，促进化学所更大的发展。

施工单位河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宝元、监理单位北京鸿厦监理公司总经理孙吉圣先后发言，表示一定

尊重地方政府的管理，充分发挥大集团、大公司的综合优势，建设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密切配合，保证质

量，保证工期，保证文明施工，保证实现“双金杯”的质量创优目标。

朱丽兰部长宣布“分子科学创新研究平台建设项目”正式开工奠基，在喜庆的乐曲声中，各位领导和嘉宾共同

为奠基石培土。“分子科学创新研究平台建设项目”开工奠基仪式在隆重、热烈的气氛中结束。（综合处）

化学所党委召开支部书记会议部署2010年党委工作

4月13日下午，所党委召开党支部书记会议，党委书记杨淑霞主持会议。

杨淑霞书记首先部署了化学所2010年党委工作。结合已印发的《化学所2010年党委工作要点》，她强调，所党

委2010年工作要点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

会精神，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各项工作，继续深入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和推进创新文化建设，为建设和谐奋进的研

究所提供坚实的思想和组织保证。2010年，化学所党委将主要从五个方面开展工作：一、继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围绕中心工作，发挥党委的政治核心作用；二、继续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提高领导班子驾驭全局

的能力；三、加强对基层党支部工作的指导，不断提高基层党支部的凝聚力；四、加强宣传教育，积极推进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五、充分发挥工青妇群众组织的作用，调动各类人员的积极性，营造和谐氛围。希望各党

支部以党委工作要点为指导，结合支部具体情况，扎实开展支部各项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

综合处副处长李蕴能向大家通报了近期所党委发起的向云南、广西、贵州等遭受旱灾影响的西南地区捐款和向

“向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母亲献爱心”捐款相关事宜。最后，杨淑霞书记通报了化学所近期的安全工作。（综合处 ）

化学所积极组织向青海地震灾区、向遭受旱灾影响的西南地区、
向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母亲献爱心三项捐款活动

4月14日7时49分，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发生7.1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4月15日，化

学所党委立刻紧急部署支援灾区人民的抗震救灾工作，发出《关于向青海地震灾区捐款的紧急通知》，所党委、工

会、团委号召全所同志向地震灾区人民捐款，奉献一片爱心，帮助灾区人民尽快战胜灾害、克服困难、重建家园。

同时，为响应中组部和中科院的号召，所党委还发出了向云南、广西、贵州等遭受旱灾影响的西南地区捐款和

向“向实行计划生育的贫困母亲献爱心”捐款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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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化学所在新型C60衍生物受体光伏材料方面取得重要研究进展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点项目、中美双边国

际合作项目和创新群体项目的支持下，化学所有机

固体院重点实验室的科研人员与美国Solarmer公司

合作，最近在用于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的新型C60衍生

物受体光伏材料的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他们合

成了一种茚双加成C60衍生物ICBA（见图1），以其

为受体与聚(3-己基噻吩)（P3HT）共混制备的聚

合物太阳能电池能量转换效率达到5.44%，为基于

P3HT的聚合物太阳能电池能量转换效率最高值。这一结果最近发表在JACS上（J. Am. Chem. Soc., 2010, 132, 

1377-1382.）。

P3HT和可溶性C60衍生物PCBM(分子结构见图3中的F2)是聚合物太阳能电池中最具代表性的给体和受体光伏材

料。基于P3HT/PCBM的光伏器件能

量转换效率稳定达到3.5～4.0%左

右，并且其光伏性能对活性层厚度

不太敏感（100～300 nm都可以获

得较高的效率），因此，这一体系

成为制备大面积聚合物太阳能电池

的最佳候选。但P3HT/PCBM体系也

存在开路电压低（0.6 V左右）、激子电荷分离能量损失大

等缺陷，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的电子能级匹配性不好（PCBM的

LUMO能级太低）。为进一步改进基于P3HT体系的光伏性能，

有机固体室的研究人员合成了富电子的茚双加成的C60衍生

物ICBA，其LUMO能级较PCBM上移0.17 eV，在AM1.5, 100 

mW/cm2光照条件下，基于P3HT/ICBA的光伏器件开路电压达

到0.84 V,能量转换效率达到5.44％,而同样条件下，P3HT/

PCBM体系的开路电压只有0.58 V，能量转换效率3.88％。

（I-V曲线见图2）

另外，他们还合成了一系列不同烷基链长度的PCBM类C60

衍生物F1～F5（分子结构见图3），其中F2就是PCBM。他们以

这些C60衍生物为受体、P3HT为给体制备了光伏器件，发现取

以P3HT为给体的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的电流-电压曲线（光照条件：AM1.5, 100 mW/cm2）

PCBM类C60衍生物的分子结构

茚加成C60衍生物的合成路线

三项捐款通知一发出，就得到了全所职工和学生积极响应，大家纷纷行动起来伸出援助之手，积极主动参与捐

款。截止4月20日，全所在职职工、学生和离退休同志共捐款119769.50元，充分体现了对灾区同胞和实行计划生育

的贫困母亲浓浓的一份爱心。（综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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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所在有机固体微纳晶材料与器件领域取得系列进展

有机固体的晶体通常较小，多数以不规整的微纳晶形式存在。因此，如果能在微纳晶的基础上直接构筑器件，

不仅能免除晶体生长的挑战，实现对材料的高效表征，同时也必将促使有机晶体与器件的融合，推动其应用。在中

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科技部的支持下，化学所有机固体院重点实验室在有机微纳晶的控制合成、

器件研究以及电路的研究取得系列进展。

三苯胺是一种典型的空穴传输型材料，因为分子内存在较强的转

动，导致其通常形成无定形薄膜，因此三苯胺类材料又称为分子玻

璃。研究人员发现，环三苯胺二聚体能有效阻止分子内的转动，形成

大pi共轭结构，从而能有效堆积组装成有机单晶纳米带，这种单晶结

构大大改善了材料的载流子传输性能，其载流子迁移率由分子玻璃

的10-4-10-5 cm2/Vs上升为0.05 cm2/Vs左右。这一研究，为高迁移

率分子材料的合成和高性能分子器件的制备提供了重要的指导(Adv. 

Mater. 2009, 21, 1605-1608)。

晶体的各向异性，是分子材

料的本征性能之一。但有机晶体多数以微纳晶的形式存在，因而其各向异性的

研究一直是个挑战性的课题。针对这一挑战性课题，研究人员控制合成了一种

并五苯类似物的六角状微纳单晶，采用单个六角微晶，利用有机纳米线模板

法，在单个微晶上分别构筑了4个和6个电极，利用单个微纳晶成功实现了各向

异性传输特性的研究，获得了晶体沿不同晶面、不同晶向传输的迁移率，其沿c

轴的迁移率最高达1.8 cm2V-1s-1 ，开关比>107，各向异性比在2－2.5。结果证

实：分子堆积越紧密、分子间作用力越强，迁移率越高。相关结果为分子材料

的调控合成提供了直接的实验依据(Adv. Mater. 2009, 21, 4492-4495)。

此外，他们还控制合成了

一种新型蒽化合物，二苯乙烯蒽的微纳单晶，采用有机单晶微纳

线模板法制备了其高性能的场效应晶体管，其最高迁移率达到4.3 

cm2V-1s-1。利用这种高性能微纳单晶场效应晶体管制备了高性能的

反相器，其最大增益达到80。最后，研究了单晶的传输特性表现

出各向异性的特点，沿a轴和b轴方向的迁移率比在1.5-1.95 (μa/

μb)。这项研究，为高性能单晶分子电路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相关

结果发表在Adv. Mater. 2009, 21, 3649-3653上。

在有机微纳晶控制合成和高性能器件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人员

利用CuPc, F16CuPc 和SnO2:Sb单晶纳米线，实现了复杂纳米逻辑电

路的构筑。这些电路显示出良好的稳定性、较高的响应特性和很低

环三苯胺二聚体有机微纳晶的研究

有机微纳晶的各向异性研究

高性能微纳单晶场效应晶体管制备了高性能的反相器

代基碳链长度对光伏性能有重要影响（能量转换效率分别是3.66%(F1), 3.52%(F2), 2.28%(F3), 3.59%(F4)和

2.83%(F5)），F1（碳链长度比PCBM少一个C）和F4（碳链长度比PCBM多两个C）的光伏性能与PCBM相当或稍优

（效率都超过3.5%），F3和F5（碳链长度比PCBM分别多一个和三个C）的光伏性能比PCBM明显变差。他们从碳链

长度对电子迁移率和共混膜吸光系数的影响解释了这一现象。这一结果最近被Adv. Funct. Mater.接受发表。（有

机固体院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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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耗(<40 pW)。这种由下而上的制备单晶纳米电路的技术和良好的性能，为有机

单晶在分子纳米电路中的应用打下了基础。相关结果发表在Adv. Mater. 2009, 21, 

4234-4237上，并被选为当期的封面文章。

在小分子材料成功研究的基础上，他们和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美

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合作，开展了共轭高分子微纳晶的研究。通常，共轭高分子

形成无序的薄膜，这导致高分子膜的迁移率较低、获取高分子本征性能、评价高分子

困难。他们采取控制组装的方法，获得了聚苯乙炔高质量的单晶纳米线。首次对共轭

高分子纳米线的晶态结构、分子堆积进行了解析。证实聚苯乙炔纳米线是一种正交晶

系，晶格参数a,b,c分别为13.63 Å,7.62 Å,5.12 Å。在纳米线内，分子链沿着纳米线

的长轴方向堆积、侧链垂直基板排列。进而，他们采用纳米线模板法构筑了聚苯乙炔

纳米线的场效应晶体管。晶体管的研究结果显示，其场效应迁移率在10-2cm2/Vs，最

高达到0 . 1 

cm2/Vs，比同等条件下其薄膜的场效应迁

移率搞3-4个量级。这些研究结果，为揭

示共轭高分子的本征性能，构筑高性能分

子纳米器件、推动其应用奠定了基础。相

关结果发表在J. Am. Chem. Soc. 2009, 

131, 17315-17320上。

（有机固体院重点实验室）
共轭高分子微纳晶的研究

化学所在富勒烯衍生化方面取得系列新进展

对富勒烯和金属富勒烯进行笼外修饰能够调控这类功能分子的电子结构性能，是富勒烯化学重要的研究领域之

一。最近，在中国科学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科技部973项目的大力支持下，中科院分子纳米结构与纳米技术

院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与厦门大学科学家合作，在富勒烯和内嵌金属富勒烯衍生化方面取得了系列新研究成果，其

结果连续发表在Angew. Chem., Int. Ed. 2010, 49, 962-966和Angew. Chem., Int. Ed. 2010, 49, 1786 –1789

上，并被Nature China予以关注和报道（highlight）。

在空心富勒烯衍生化方面，该实验室科研人员选择了具有D5h对称性的椭圆形笼状结构的C70。该分子是除C60外

最稳定的富勒烯，它的12个五元环全都分布在碳笼的两极位置，而赤道部位则全由六元环所组成，所以其结构与纳

米碳管十分相似。有关C70的化学反应研究很多，但结果却令人感到奇怪，

主要是尽管精确的量子化学计算表明C70的化学反应发生在其赤道部位时其

产物最稳定，但实验结果却只得到加成在C70富勒烯的两极附近位置的反应

产物。为此，研究人员利用多种手段改变反应条件，结合量子化学计算最

后发现能量对于富勒烯化学反应产物具有决定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尽管

在C70赤道位置反应的产物结构最稳定，但需要克服很高的反应能垒，所以

在温度较低时其加成位点只能在富勒烯C70的两极位置；而当在隔绝氧气的

条件下将反应温度提高到1200度以上，就可以越过这个化学反应能垒得到

最稳定的C70加成产物（Angew. Chem., Int. Ed. 2010, 49, 962-966）。

由于C70可以看作是最小的碳纳米管，所以这个有关C70的化学反应研究对于C70CH2-C2v分子结构示意图

有机微纳晶的逻辑电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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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管的化学修饰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对于内嵌富勒烯的功能化，该实验室研究人员则选择了一类

内嵌金属碳化物富勒烯Sc3C2@C80进行笼外修饰。这是一个具有奇

特顺磁性质的分子，它有一个未配对电子分布在内嵌的Sc3C2团簇

上。研究发现，化学反应前由于C80碳笼的高对称性（Ih），Sc3C2团

簇在富勒烯笼内自由高速旋转，由此导致三个钪离子的化学环境

完全相同并与C2构成了具有D3h对称性的双锥型结构。而若通过化

学反应将C80碳笼上接上一个吡咯烷基团，伴随着富勒烯碳笼的高

对称性被破坏必然使C80内的电场分布失去均匀性，因此极大地限

制了Sc3C2团簇的运动。这样直接导致内嵌Sc3C2团簇的对称性从D3h

降低为C2v，继而又因该分子结构的变化强烈影响其电子特性。实

验中清楚地观察到在化学反应前后其顺磁特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Angew. Chem., Int. Ed. 2010, 49, 1786-1789）。这种通过笼外化学修饰来改变内嵌Sc3C2团簇的结构进而

调节分子磁性质的方法为富勒烯分子器件的构筑和基于富勒烯的量子计算机研究提供了基础。

（分子纳米结构与纳米技术院重点实验室）

化学所在多铁性分子材料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多铁性材料（Multiferroic materials）是指同时具有

铁电性和铁磁性的一类多功能材料，能同时对外加磁场

和外加电场进行信号响应，相应于有四个逻辑态（现有

的信息存储材料只有两个逻辑态），可极大地提高信息

存储密度，被称为信息存储终极材料，具有重要的理论

意义和应用前景。

制备同时具有铁电性和铁磁性的材料具有很强的挑

战性。目前，已报道的多铁性材料主要集中在一些无

机化合物上，因此，研究易于进行设计和修饰的分子

基多铁性材料受到很多关注。最近，在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科技部重大科学研究计划、中国科学院的大

力支持下，中科院有机固体院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与

东南大学科学家合作，在多铁性分子材料研究领域取

得了创新性研究成果，其结果发表在J. Am. Chem. 

Soc. 2010, 132, 4044-4045上。

该实验室科研人员利用两个新的纯手性Schiff 碱

多齿配体(R-和S-H3L，见图1)去构筑得到了由呈现

C3对称的达到纳米尺度的二十二核锰簇{[MnIII
3MnII(O)

Sc3C2@C80反应前后的分子
结构示意图和对应的ESR谱图

R-1的变温 χT 曲线(a) 及R-1的室温电滞回线(b)

R-1和S-1的金属骨架

手性Schiff碱配体R-和S-H3L(a)及R-1和S-1的CD谱(b)



化学所利用光子晶体实现高性能光信息存储

发展高密度、高性能的存储材料和器件是信息

技术的重要基础，其中，提高信息存储的开关比对

于提高存储器件的性能具有重要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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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材

料的结构性能关系出发，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设计

制备了一系列新型有机光电功能薄膜，对分子结构

与光电信息存储性能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Adv. 

Funct. Mater. 2010, 20, 803-810；Adv. Mater. 

2008, 20, 2888-2898），利用同一材料实现了光

电双重响应的高密度信息存储（Appl. Phys. Lett. 2009, 94, 163309; Appl. Phys. Lett. 2009, 95, 183307），

并通过光电协同效应，实现了低能耗、高开关比的信息存储（J. Phys. Chem. C 2009, 113, 8548-8552）。他们

还应 World Scientific 出版社邀请，出版了专著《High Density Data Storage：Principle，Technology and Materials》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09) 。

同时，该课题组通过聚合物结构设计，通过喷涂（Macromol. Rapid Commun., 2009, 8, 598-603, Cover）、

打印（J. Mater. Chem. 2009, 19, 5499-5502，Back cover）等方法简便制备了大面积和图案化的光子晶体，并

发展了通过交联提高光子晶体强度的通用方法 (Macromol. 

Rapid Commun. 2009, 7, 509-514, Back cover)，为光子晶

体的应用打下基础。他们进一步发展了光子晶体在环境湿度

（J. Mater. Chem. 2008, 18, 1116-1122, Cover) 、石油

检测 (Adv. Funct. Mater. 2008, 20, 3258-3264) 以及化学

振荡体系的实时监控（Macromol. Rapid Commun. 2009, 20, 

1719-1724, Cover）等方面的应用。

最近，他们结合信息存储与光子晶体方面的研究基础，

将光子晶体引入到光存储体系中，发展了一种简单、有效的

方法以提高光存储体系的荧光开关比。在这个光存储体系

中，利用光子晶体带隙对光子的调控作用，将其作为一种新

型光信息存储基底材料。利用二芳基乙烯和香豆素在光照条

件下的分子间能量转移实现荧光的“开”和“关”状态。通

过优化光子晶体的结构控制其光子带隙，可以使荧光信号提

二芳基乙烯/香豆素薄膜在光子晶体表面及存储应用的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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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存储薄膜在优化光子晶体和玻璃（插图）表面
上的荧光光谱的变化及在光子晶体表面存储薄膜的
荧光峰强度的可逆变化循环 (b)；(c, d) 在玻璃和
光子晶体表面的存储薄膜经掩膜在紫外光照射下形
成的荧光信息存储图案

(H2O)3(L)3]4[MnIII6Cl4O4]}做阳离子而呈现C3对称的三核锰簇[MnIII3O(H2O)3(L)3] 做阴离子的两单元分立的纯手性混

合价锰簇合物(R-1和S-1，其金属骨架如图2所示)，这两个纯手性化合物均结晶于纯手性空间群R3，属于极性点

群3，能满足产生铁电性的必要条件，而且它们还易溶于有机溶剂，CD谱也表明了它们是一对对映异构体。测试

分析表明它们不但呈现铁磁性，而且在室温就观察到电滞回线（图3），交流变温电介常数的测定证实了它们是

铁电体。它们是首例铁磁性和铁电性共存的纳米尺度混合价锰簇合物。这种通过手性Schiff 碱配体去构筑极性锰

簇合物的方法为多铁性分子材料的研究开劈了新的途径和提供了新的思路。（有机固体院重点实验室）



化学所在功能材料的可控组装、聚集态结构
和性能研究方面取得系列进展

通过分子设计和自组装实现对功能材料

形貌、维数和尺寸的调控，构建新的功能材

料聚集态结构，从而调控其性能是化学、物

理和材料等学科的重要前沿研究领域，目前

备受关注。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和中科

院的大力支持下，化学所有机固体院重点实

验室的研究人员在功能材料的组装与性能研究方面又取得了新的进展，最近他们发展了一种基于无机/有机功能材

料的固态超分子体系，在无机-有机界面形成“分子口袋”，通过界面间强烈作用达到高选性分离富集–分子，相

关的研究结果已经发表在Angew. Chem. Int. Ed. 2010, 49, 2705-2707。研究结果表明，根据无机材料的特性，

通过设计结构、能级及带隙可调的有机功能材料，可以调节聚集态结构中电荷和能量转移和传输，达到从能量和结

构的角度考虑无机和有机材料的精确匹配，真正实现无机/有机异质结构的构建，从而产生有效的界面作用并导致

新的、特殊的性质和性能，达到无机与有机材料的功能互补和协同。该研究通过分子设计，在无机/有机界面形成

高活性表面，成功的产生在两个独立体系不可能产生

的新功能，证明了无机/有机异质结构作为关键材料

在光电、信息和生命等高技术研究领域的潜在应用价

值。

此外，在功能材料的可控组装、聚集态结构和性能

研究方面取得系列进展，例如，确定了零维纳米胶囊到

二维纳米管的自然生长及其机理，控制纳米胶囊的开口

以及从开口纳米胶囊逐渐生长为一维纳米管和二维纳米

管结构（Adv. Mater. 2009, 21, 1721-1725），该研

究是在自然的条件下实现对一个物质的调控生长，对自

组装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研究结果发表之后立即

被Synfacts （2009,6, 0615）Highlight，被认为“为自然体系的模拟带来了极大的希望……”。他们也实现了对分子

机器运动中的聚集态结构的控制，从一个独特的运动过程，实现了机器工作中不同状态下的固态结构构筑，这一研究

工作完整表述了分子机器的运动是有可能利用固态下的性质实现化学表征（Adv. Funct. Mater. 2009, 19, 141）。

另外他们在自组装的方法、固态结构和性质方面获得了新的系列研究结果，这些结果分别发表在（J. Phys. Chem. 

C 2010, 114, 2925； J. Phys. Chem. Lett. 2010, 1, 327；Langmuir 2010, 26, 3179； ChemPhysChem, 2010,11, 

659；等）。这些研究对功能材料的可控组装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有机固体院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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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机-有机界面形成“分子口袋”

          零维纳米胶囊到二维纳米管的自然生长

高 40 倍，荧光开关比提高了 7 倍。光子晶体体系的荧光存储图案质量得到明显提高。该研究结果表明，通过

光子晶体的带隙设计可以大大提高荧光分子体系的信号强度和开关比，对于发展高性能的光信息存储及荧光检测

器件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结果发表在近日出版的《先进材料》（Adv. Mater. 2010, 22, 1237–1241）上, 并被 

Nature Publishing Group 的Asia Materials 选为研究亮点报道。

（有机固体院重点实验室，新材料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与日本东北大学原子分子材料
科学高等研究机构签订双边合作协议

2010年4月12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与日本东北大学原子分子材料

科学高等研究机构（World Premie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Advanced 

Institute for Materials Research (WPI-AIMR), Tohoku University）双边合作协议

签订仪式在我所举行，万立骏所长和WPI-AIMR机构负责人Yoshinori Yamamoto 

教授分别代表各方签署了合作协议。

该合作协议旨在加强双方在文化、教育和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方式包

括研究人员互访、联合培养研究生、科技信息的交流与共享等方面。

签字仪式结束后，Yamamoto教授作了题为“Gold-ca t a l y s t i n o rgan i c syn t he s i s, and WP I-

AIMR as a new institute for materials science”的分子科学前沿讲座，并与我所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科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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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化学所万立骏院士荣获2010年
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4月27日上午，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

行。会上，国务院授予2115人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授予870人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

号。中国科学院10位科技工作者荣获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化学所万立骏院士荣获2010年全国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发表《致我院201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贺信》，向获奖同志

表示祝贺。（综合处）

学术活动

中科院化学所-大化所学术研讨会在化学所召开

4月8日，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学术研讨会在化学所举

行。此次会议旨在加强两所之间的学术交流，形成优势互补，以促进两所间

的实质性合作。两所的所领导和科研人员三十余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万立骏所长和李灿副所长分别介绍了两所的基本情况，十八位研究员分别

在分析、有机、催化及纳米材料等领域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并展开了深入的

讨论。最后，双方所领导分别作了总结，并一致认为，这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不

仅拓展了视野，也非常有利于促进双方更进一步的和合作。（科技处）

路甬祥院长《致我院2010年全国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贺信》



化学所召开院湖北潜江“五七”干校化学所部分老战友
四十年再聚首茶话会

4月2日，中国科学院湖北潜江“五七”干校化学所部分老战友四十年再聚首茶话会在化学所举行。当年率领大

家赴潜江共同生活、共同劳动的干校二连老连长、原北京市政协主席白介夫，原国家科技部部长、原化学所所长朱

丽兰，原化学所所长胡亚东，原感光所所长曹怡等45位老同志参加了茶话会。四十年前，化学所119位干部、职工

被派遣至湖北省潜江县中国科学院湖北潜江“五七”干校，开始了长达一年半的干校生涯。四十年过去了，当年的

青年、壮年，如今都已步入老年、古稀。但是，在特殊年代中度过的日日月月却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历久弥新。

化学所万立骏所长和杨淑霞书记到会与大家共聚。万立骏所长向老同志们简要介绍了化学所近年来的发展与取

得的成绩，同时感谢老同志们曾经为化学所做出的贡献以及长期以来对化学所的关心和支持。杨淑霞书记也与老同

志们一起，回顾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生活，并祝愿老同志们健康、幸福。朱丽兰所长对近年来化学所取得的成绩给予

肯定和赞扬，对化学所今后的发展和布局提出了战略性的建议。胡亚东所长动情地回顾了往事，点评了化学所的发

展。张兴华声情并茂的回忆，把大家的思绪又带回了干校的日日夜夜。干校的经历，既是一段抹不去的记忆，也逐

渐成为了每个人自己的精神财富。抚今追昔，老同志们表示更加珍惜美好的今天，也更期待化学所、国家明日的辉

煌。（离退休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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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所宋延林研究员荣获首届
“中国化学会-阿克苏诺贝尔化学奖”

根据“中国化学会-阿克苏诺贝尔化学奖”奖励条例规定，经中国化学会-阿克苏诺贝尔化学奖评审委员会组

织专家评审，决定进行首届“中国化学会-阿克苏诺贝尔化学奖”表彰工作。

化学所宋延林研究员因其在有机高密度信息存储材料、聚合物光子晶体的制备和应用、绿色打印印刷材料和技

术等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荣获首届“中国化学会-阿克苏诺贝尔化学奖”。另外两位获此殊荣的是北京大学化学与

分子工程学院严纯华教授，清华大学化学系张希教授。

中国化学会－阿克苏诺贝尔化学奖设立于2009年，每两年评审一次，每次奖励优秀科学家3名。以鼓励和表彰

中国化学科研工作者在涂料及精细化学品，高分子合成，高分子物理，高分子材料表征，胶体化学，绿色化学，新

型材料科学，及其它与涂料相关的研究和实践方面具有开拓创新的科学研究工作。(人事教育处,中国化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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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所四位科研人员荣获2010年度中国科学院王宽诚教育基金会相关资助。            （人事教育处）

 中国化学会荣获“全国先进社会组织”称号。                                      （中国化学会）

 化学所获北京分院2009年度基地建设工作先进集体一等奖。                              （科技处）

 化学所被评为中国科学院京区2009年度人口和计划生育先进集体。                        （综合处）

 化学所被评为海淀区交通安全先进单位。                                              （综合处）

 化学所代表队获中科院研究生院第五届“科苑杯”乒乓球邀请赛团体第三名。        （研究生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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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寻革命先烈足迹 学习红岩文化精神
              ——所党委组织党支部书记和分工会主席进行国情教育活动

4月15日，化学所党委组织基层党支部书记和分工会主席30余

人赴重庆参观渣滓洞、白公馆和红岩村等红岩革命圣地，进行国情

教育活动。重庆的红色文化诞生于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硝烟

中，红岩村、渣滓洞、白公馆这些中国共产党人战斗过的地方，都

留下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

通过参观和学习，大家都进一步深入领会了红岩精神的丰富内

涵和时代价值，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红岩村这些特殊的战场

上，伟大斗争精神和高尚的气节是红岩精神中最珍贵最主要的内

容。大家都深深地被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事迹感动，被他们为了民族的利益流血牺牲的精神所震撼，纷纷表示：

回去后要传承革命精神，立足岗位、勇于创新、踏实工作，为化学所的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综合处 ）

化学所召开信息宣传工作领导小组会议

4月27日上午，化学所召开信息宣传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杨淑霞书记总结了化学所2009年信息宣传工作情况，

并详细部署了化学所2010年信息宣传工作要点，同时强调，所属各部门要对照2010年宣传主题，明确分工，落实到

位。张德清副所长、杨振忠副书记、黄仁权所长助理先后发言，强调了实验室重视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及领导对信息

宣传工作的重视，针对在具体工作中如何围绕科研工作发挥“科学思想库”的作用、如何充分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

性、如何加强宣传工作的策划和组织等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综合处石永军副处长对化学所网站（外网）和电子所

务系统（内网）建设情况进行了简要说明。宣传主管李丹通报了化学所信息宣传工作队伍建设情况及培训初步计划

情况。与会人员对化学所2010年信息宣传工作要点给予了肯定，并结合化学所实际对所信息宣传具体工作进行了讨

论，对如何进一步完善宣传队伍、加强宣传工作提出了很多积极的建议。（综合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