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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长：张德清  研究员

所长致辞 



所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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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化学所认真实施“率先行动”计划，制定了“十三五”期间的“一三 

五”规划，积极建设分子科学科教融合卓越创新中心，认真组织落实先导计划的各

项研究任务，集思广益，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促进重大科研成果产出。经过全

所同志的共同努力，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面向化学科学前沿，取得一批有重要影

响的基础研究成果，SCI 收录论文被引用篇数和被引用次数继续位居全国科研机构

榜首；延伸创新价值链，加快科研成果转化，专利申请和授权数在中科院科研机构

中名列前茅，为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重大需求作出了重要贡献；科教融各项工作进

展顺利。人才队伍结构和素质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稳步提升。2016 年，获

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 ; 延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 1 个、杰出青年基

金获得者 1 人；荣获第十四届中国青年科技奖 1 人；入选国家“万人计划”6 人；

入选“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3 人；荣获中国科学院先进工作者 1 人；入选院百

人 2 人、所百人 1 人。党建和创新文化建设取得优异成绩，扎实开展“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荣获“2011-2015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先进依托单位”称号，

荣获中科院“十二五”人事人才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2016 年，化学所喜迎 60 岁生日。按照“以学术活动为主，展示发展成就，凝

心聚力，再创新辉煌”的所庆主题和“务实、节俭”的工作原则，化学所精心策划，

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学术活动，展示了化学所的研究水平和创新成果，进一步提升了

化学所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了化学所的凝聚力。

在新的一年里，化学所将根据院“率先行动”计划总体部署，牢记使命，秉承

“创新　求是　团结　奉献”的文化传统，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推进“一三 

五”规划实施，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促进重大科研成果产出，更好满足国家重

大需求，进一步提升化学所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开创跨越发展的新局面，为化学

科学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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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所长
Director

管理
Management

综合处
General Management

科技处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图书信息室
Library

天津研究院
Wuqing Research Branch

中国化学会
Chinese Chemical Society

昌平基地
Changping Experimentation Base

分析测试中心
Center for Physicochemical Analysis and Measurement

分子反应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Reaction Dynamics

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olymer Physics and Chemistry 

中国科学院有机固体重点实验室
CAS Key Laboratory of Organic Solids

中国科学院光化学重点实验室
CAS Key Laboratory of Photochemistry

中国科学院工程塑料重点实验室
CAS Key Laboratory of Engineering Plastics

中国科学院分子识别与功能重点实验室
CAS Key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Recognition and Function

北京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筹）
Beijing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olecular Sciences

中国科学院绿色印刷重点实验室
CAS Key Laboratory of Green Printing

高技术材料实验室
Laboratory of Advanced Polymeric Materials

中国科学院活体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
CAS Key Laboratory of Analytical Chemistry for Living Biosystems

中国科学院分子纳米结构与纳米技术重点实验室
CAS Key Laboratory of Molecular Nanostructure and Nanotechnology

中国科学院胶体、界面与化学热力学重点实验室
CAS Key Laboratory of Colloid, Interface and Chemical Thermodynamics

分子动态与稳态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
State Key Laboratory for Structural Chemistry of Unstable and Stable Species

人事处
Personnel Management

教育处
Education Management

保密与质量管理处
Quality and Secrecy Management

科研
Research

支撑
Supporting Facility

战略规划
委员会

Strategic Planning Committee

学术
委员会

Academic Committee

中科院分子科学
中心学术委员会

Academic Committee of CMS

学位评定
  委员会

Degree Appraisal Committee
所务会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财务资产处
Financ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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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工作进展

2016 年，化学所在争取和承担国家重要科学研究任

务方面取得优异成绩，争取科研项目 240 项，批准总经

费 5.46 亿元，比 2015 年增长 13.4%，其中：

获批国家基金委项目 78 项，批准经费 9774 万元。

其中包括：群体延续 1 项，杰青 1 项，优青 2 项，重点

项目 2 项，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3 项，国家重大科研仪器

研制项目（自由申请）2 项，面上基金 39 项，青年基金

19 项，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6 项，应急管理项

目 3 项。

获批科技部项目 7 项，批准经费 6602 万元。其中包

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1 项，课题 6 项。

获批中科院项目 23 项，批准经费 1.4308 亿元。其中 

包括：

先导专项（项目）6 项，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1 项，国

际合作人才计划项目 7 项，前沿科学重点研究项目 9 项。

获批 GFJG 项目 15 项，批准经费 9697 万元。

获批政部修购专项 2 项，批准经费 2750 万元。

获批国际、地方政府及企业合作项目 115 项，合同

经费约 7469 万。

科研工作进展

围绕“一三五”规划，积极争取和承担国家重要科研任务

科研成果与学术影响

深入实施“一三五”规划，三个重大“突破”进展显著：

新型功能 pi- 体系的分子设计与高效合成

采取增强 D-A 体系醌式共振的策略，设计合成基

于噻吩并 [3, 4-b] 噻吩型小分子受体材料，通过与广

泛应用的给体材料 PTB7-Th 匹配，光电转化效率高达

10.07%；设计并合成了一类二维 pi- 拓展醌式三噻吩 n-

型有机半导体材料，迁移率达到 5.2 cm2 V-1 s-1，是当前

报道的可溶液加工、空气稳定的 n- 型有机小分子薄膜晶

体管最高值。

设计合成一系列基于苝酰亚胺的非富勒烯受体，能

量转化效率超过 10%，为开发高性能的非富勒烯太阳能

电池提供新的材料和设计思路；实现侧链的官能团化对共

轭分子光电性能的调控，通过在侧链中引入脲基团，利用

氢键作用，提高聚合物薄膜的有序性，最高迁移率可达

13.1 cm2 V-1 s-1。

重大突破一：功能 pi- 体系的分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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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富勒烯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给体光伏材料侧链工

程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发展了一系列基于噻吩取代苯并二

噻吩 (BDTT) 与苯并三氮唑 (BTA) 单元的中间带隙二维共

轭聚合物给体材料，通过侧链工程降低了 HOMO 能级，

增强了链间相互作用，提高了空穴迁移率，太阳能电池器

件效率最高达 11.41%。

共轭分子的可控组装与调控

开展了石墨炔片段的结构和性质研究，拓展了石墨炔

在高效探测器、高效量子点太阳能电池等方面的应用，实

现了石墨炔的性能调控，发现石墨炔在光催化、电解水、

锂离子电池、电容器及光电性能等方面具有明显优于其它

碳材料的性能。

通过表面嵌入驻极体，可自定制微纳图案，实现了极

限分辨率的嵌段聚合物自组装结构的调控；实现了石墨烯

共价修饰与图案化；首次从单分子尺度上研究四重氢键分

子自组装体的电学性能。

构筑了一系列手性超分子螺旋结构，并将其应用到超

分子手性开关和逻辑门等领域；发展了一种能够单向分子

运输的纳米机器体系；发展了一类全结构的大环主体——

螺芳烃 (Helicarenes)，为分子识别与超分子组装研究提

供了新一代的合成主体与物质基础。

通过“溶液外延法”实现大面积二维有机晶体的生长，

构筑了八种材料的有机场效应晶体管器件，载流子最高迁

移率达 11.2 cm2 V-1 s-1；发现有机共晶在光波导和光子

学逻辑运算的应用，展现其在集成光子学、光通信和高效

信息存储等方面的应用前景。

共轭分子的器件工程

研究了一系列新型的高性能有机热电材料，突破了 

n- 型有机柔性聚合物薄膜热电材料的性能记录；设计了

主链不对称型吡咯并吡咯二酮聚合物，空穴迁移率高达

12.5 cm2 V-1 s-1，可以溶解于非卤溶剂制作环保型器件。

实现了纳米间隙电极对的大批量制备及其在忆阻器

方面的应用；制备了平面单晶电化学金属化存储器件和基

于空气稳定的有机自由基半导体材料单晶场效应晶体管器

件；发展了有机纳米光子学材料与器件，通过 pi- 分子的

可控组装与激发态过程，构筑特殊功能的微纳激光。

构筑三组分集成有机光传感器，在一个像素内同

时实现高灵敏度感光和信号放大，“Materials Views 

China”评述该方法成功构筑一种可识别灰度入射光的集

成可见光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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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工作进展

纳米绿色印刷制造

纳米绿色印刷技术基础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实现对印

刷墨滴的精确控制，全打印成功制备多层高精度高透明柔

性电路；突破传统印刷技术的精度极限，印刷制备高灵敏

柔性传感器和检测芯片，可用于复杂表情分析和复杂体系

检测，被 Chem. Eng. News 和 Nanowerk 报道；利用

绿色印刷技术，首次实现了最优化微纳电路串线的印刷制

备，可减少 65.9% 的电磁干扰和 24.5% 的能耗。

绿色印刷产业链技术实现系统突破：建成首条无电解

氧化的绿色版基生产线，并获得工信部“绿色制造”计划

项目支持；解决水性油墨制备的关键技术难题，突破固体

树脂合成技术，建立系统的树脂和绿色油墨的生产工艺；

优化和改进纳米银粉、电子油墨和 RFID 标签试产线，建

立了完备的射频标签和天线检测标准平台。

加快推进绿色印刷技术产业应用：与承德天成印刷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纳米涂层绿色印刷版材生产线项目协

议；与成都托展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建立绿色油墨中

试基地；河北省三河市绿色制版中心顺利运转，年制版数

量约 18 万平米；与新华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产品入驻

法制日报社，并进入韩国市场。

表界面纳米功能材料

构筑了原子级分散的氮╱磷╱硫共掺杂的碳催化剂，

实现了芳香烷烃 C-H 键的高效活化；实现了光催化╱吸附

一体化微污染水深度净化技术的示范应用，在内蒙共完

成 230 户牧民（726 人）饮用水净化示范，另 500 户牧

户示范正在安装，积极推动农牧区饮水安全问题的解决；

进一步整合絮凝、吸附、光催化一体化技术，建立湖南常

德石门县东山峰水库示范工程和宁夏银川工业园区示范工

程，解决了约 5000 人的安全饮水问题。

纳米降凝剂在石油输运应用中继续扩大影响：在中

石油的西部管网石兰线、西部管网长呼线、东北管网中朝

线、新增华北管网津华线等多条输油管道线中得到应用，

2016年全年纳米降凝剂用量90吨，共输送原油560万吨，

实现节支约 8400 多万元。

重大突破二：表界面纳米功能材料与纳米绿色印刷制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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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分子材料多相多尺度复合结构方面取得重大基础

研究进展：采用反应诱导相分离技术，发展了具有双连续

相结构的纳米微孔酚醛树脂体系，形成了轻质烧蚀隔热一

体化酚醛树脂复合材料，实现工程应用；通过原位反应法，

获得百纳米尺度互穿网络有机硅杂化酚醛树脂；合成了一

种能够在超低温下使用且具有很好的粘接强度和工艺性能

的特种硅橡胶粘结剂，达到或超过国外同类产品的水平；

突破液体氟硅橡胶非平衡聚合制备技术瓶颈，研制出耐 

高温、耐油介质用密封剂；成功研制出耐极端环境的柔性

聚酰亚胺气凝胶，性能满足工程应用要求；通过分子结构

设计和薄膜制备工艺优化，突破特种聚酰亚胺光学薄膜

的低膨胀和高模量化技术，为后续工程应用奠定良好的 

基础；成功研制出耐超低温环氧树脂，经超低温及高温循

环考核，满足工程应用需求；发展了致密、耐磨、高附着

力的基于全氢聚硅氮烷的耐原子氧防护涂层，建立了稳定

的薄膜刮涂工艺和窄缝连续涂覆工艺，实现工程应用。

特种高分子材料产业化取得进展：在高刚韧聚烯烃

薄膜、特种 PBO 纤维、绿色制备纤维素薄膜、气凝胶技

术产业化应用方面取得突破。

在大品种高分子材料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成功开发

出基于生物发酵法获取原料的长碳链聚酰胺树脂，打破

垄断、替代进口，为汽车工业提供基础原材料，获得 1

项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鉴定成果；发展了系列功

能性 Ziegler-Natta 催化剂体系，实现了长链支化聚丙烯

和合金化聚烯烃热塑性弹性体的可控制备，形成专利技

术，开展了万吨级工业化试验，取得阶段性成果；探索

了易溶解超高分子量聚乙烯树脂的制备新技术，有望用

于提升国产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的性能与技术水平；

通过控制乳液聚合相分离实现 Janus 材料批量制备，在

油田含油污水深度、快速处理领域有重要应用前景。

实施“一三五”规划，在五个重点培育方向取得系列新进展

提出了范德华鞍的概念并揭示了其反应动态学作用和在深阱控速反应中的一般意义，揭示了激发态势能面的重要

影响；利用团簇方法结合理论计算，在 CO 氧化以及 CH4 活化转化方面取得系列研究进展，为新型高效催化剂的制备

提供理论基础；提出了阴离子导向的催化氢化新模式，实现了芳香杂环化合物高效氢化反应；发展了铁 - 铁间双核协

同催化新方法，实现 100% 原子经济性杂环合成，为多核金属催化碳氢键活化开辟新方向；拓展仿生伯胺催化，构筑

系列高效手性季碳，实现首例不对称逆 Claisen 反应；发展新 FLP 催化体系，实现高立体选择性氢化反应；创制多种

新型溶剂体系，利用绿色介质，发展了一系列合成催化材料的新方法，以及 CO2 和生物质高效绿色转化的新方法和新

途径。

重大突破三：高性能高分子材料

培育方向一：绿色碳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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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工作进展

揭示了 HONO 在灰霾形成和演化过程中的作用，提出了一些重污染期间二次气溶胶形成的新见解；首次从实验

上证明了光电催化水氧化过程中的质子耦合电子转移机理，并通过控制表面质子转移调控 H2O 的活化过程。

设计多种光伏材料用于制备高性能聚合物太阳能电
池，实现了高达 12% 的光伏效率，是目前世界最高结果，
Nature 杂志亮点评述我们取得了 1 cm2 有机光伏电池能
量转化效率的世界纪录，该电池易于实现低成本制备；
CCTV 新闻频道以“取得创纪录的能量转换效率”进行了
新闻报道。

发展了多种新型光伏吸收层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空
间限域法构筑有机无机杂化钙钛矿单晶薄膜和快速升华法
制备硒化亚锗薄膜太阳能电池，为开发高效率、低成本的
新型太阳能电池提供了新途径。

针对液态电解质中金属锂作为负极时锂枝晶带来的安
全隐患等问题，制备了一种兼具高室温离子电导率和高机
械强度的互穿网络型聚合物固态电解质，并研发了一种稳
定的人工固态电解质界面膜用于金属锂保护。

大规模储能用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取得重要进展：通
过在过渡金属氧化层掺杂一些与过渡金属离子半径相近，
价态相同的非电化学活性的金属离子，提高了层状氧化物
在 Na+ 脱嵌过程中的结构稳定性；制备了低温性能优异
的普鲁士蓝╱碳纳米管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在 -25˚C 的
低温下仍保持快速的钠离子传输能力。

发展了可定位活细胞线粒体的近红外荧光分子探针，
可准确示踪线粒体自噬过程；发展了定位活细胞间连接结
构的核酸适配体分子探针，可识别细胞通讯途径；设计合
成了一系列光学探针，构建了多种细胞、活体成像分析新
方法，为揭示生物分子的功能研究提供了新的手段。

研究出面向分子细胞生物学的超低场磁探针，为恶性
肿瘤相关研究提供了超低场磁探测的新途径；开展了多种
肿瘤相关纳米探针的构建及应用研究。

利用细胞本身的化学特性，通过共价反应实现了细胞
区域成像及辅助药物输运，为共轭聚合物荧光成像的设计
提供了新思路；合成了一种同时具有特性结构和信号测量
功能的有序银纳米线组装体，实现了对细胞相应信号的实
时观测。

发展了一系列具有结构可控和功能多样化的交联网
络水凝胶；创新性地将荧光共振能量转移技术应用于分子
组装体中，创建了具有选择性识别和基于血红蛋白基的组
装体，发展了组分蛋白在生物矿化过程中动态分布的检测
新技术，开展了组装的纳米生物材料用于 FRET 分析及双
光子光动治疗的研究。

发现了抗冻蛋白对冰核形成的 Janus 效应，揭示了
该类蛋白界面水结构与蛋白调控冰核形成能力的关系；受
此启发，制备了系列界面水可控的超低冰粘附防覆冰涂层
材料和低温细胞保存材料。

培育方向二：环境分子科学

培育方向三：化学储能与能量转化

培育方向四：化学成像与活体分析

培育方向五：仿生智能与医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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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筹）

化学所与北京大学共同努力推动国家实验室建设

从国家政策层面、验收情况、实验室运行管理、经费、人员流动和政策建议方面向国家审计署提交了重大政策措

施跟踪调研报告；召开国家实验室年度学术交流会议；同时多次召开国家实验室主任办公会，讨论国家实验室建设、

运行和发展；实验室利用导向经费促进在分子科学研究领域前沿课题的开展，部署开放课题 82 项，会议资助 26 项；

及时完成国家实验室科技部和中科院年报；利用国家实验室网站形式，坚持对内、对外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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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工作进展

化学所积极落实中国科学院分子科学科教融合卓越中心建设实施具体方案

(1) 抓重大科研任务落实，促进重大科研产出。中心承担重大科研项目 90 项，其中：中科院 B 类先导专项 1 项、

A 类先导专项 1 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1 项，课题 6 项；973 项目 11 项，课题 34 项；基金委重大╱重点项目 23

项；创新群体 4 项；中科院前沿科学重点研究项目 9 项。

在 B 类先导专项“功能 pi- 体系的分子工程”方面，加强了先导专项的过程管理；多次召开先导专项工作会议和

办公室管理工作会议；2016 年顺利通过财政部绩效评价；经过国际函评、财务检查和会议评审，顺利通过中科院中期

检查。

在 A 类先导专项“变革性纳米产业制造技术聚焦”方面，2016 年顺利完成了财政部的绩效评价；承担的两个核

心任务年度进展顺利，绿色版基：“纳米绿色印刷产业基地承德绿色版基示范线”在承德天成落成，2016 年任务是调

试，2017 年达 600 万平米产能；绿色油墨：“纳米绿色印刷产业基地成都绿色油墨示范线”已建成 500 吨油墨生产

能力；新华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与中科纳新印刷技术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首台纳米绿色印刷制版设备在韩国

投入使用。建立年产 100 吨纳米涂层材料中试线；纳米光催化╱吸附一体化水净化工艺：2016 年度在内蒙几个旗县共

完成 230 户牧民（726 人）饮用水净化示范，另外 500 户牧户示范正在进行中，将积极推动农牧区饮水安全问题的解

决；原油纳米降凝降黏剂继续推进应用，2016 年新增津华线投产及输油应用，本年度节支超过 6000 万元，项目启动

以来，节支超过 1.8 亿元。

(2) 围绕卓越中心建设目标和聚焦方向，统筹财政稳定支持经费，提升原始创新能力。2016 年中心抓重大科研

任务执行，B 类先导专项顺利通过中期检查；积极争取科技部、基金委、中科院重大、重点项目 18 项；推进青年创新

小组建设，利用增量资源，自主统筹部署青年人才和理论计算平台项目 43 项，经费 1116 万元。

(3) 科教融合工作进展顺利。卓越中心成立了国科大化学学院的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高

分子科学与材料、化学实验与综合、化工原理 7 个教研室。教研室积极组织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主要由化学所、国

科大化学学院本部、纳米中心和过程所承担教学任务。在中科院院组织的国科大科教融合学院评估中获得 A 的好成绩。

2016 年 2 月中国科学院正式发文成立中国科学院分子科学科教融合卓越创新中心。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2016 年年报

12

2016 年化学所发表 SCI 论文 773 篇，A 类和 S 类期刊论文 160 篇，IF 大于 3 的论文 579 篇。其中 Nature 

Communications 5 篇，Science Advances 3 篇，在 JACS 和 Angew 共发表论文 51 篇，高影响力论文数量有了较

大的突破。

序号 论文题目 卷 起始页 终止页 刊物名称 通讯作者 单位排名

1
Diketopyrrolopyrrole Polymers for 
Organic Solar Cells

49 78 85
Acc. 
Chem. 
Res.

李韦伟，
René A. J. 
Janssen

第一

2 Organic Micro/Nanoscale Lasers 49 1691 1700
Acc. 
Chem. 
Res.

赵永生 第一

3
Multilevel Investigation of Charge 
Transport in Conjugated Polymers

49 2435 2443
Acc. Chem. 
Res.

董焕丽 第一

4
Hierarchically-staggered Nanostructure 
of Mineralized Collagen as a Bone-
grafting Scaffold

28 8740 8748
Adv. 
Mater.

周彦恒，
王铁

第二

5

Dynamically Regulated Ag Nanowire 
Arrays for Detecting Molecular 
Information of Substrate-Induced 
Stretched Cell Growth

28 9589 9595
Adv. 
Mater.

王铁 第一

6
Synthesis of Functional Nanomaterials 
in Ionic Liquids

28 1011 1030
Adv. 
Mater.

韩布兴 第一

7
Direct CVD Graphene Growth on 
Semiconductors and Dielectrics for 
Transfer-Free Device Fabrication

28 4956 4975
Adv. 
Mater.

于贵 第一

8
Nanoparticle Based Curve Arrays for 
Multirecognition Flexible Electronics

28 1369 1374
Adv. 
Mater.

李风煜，
宋延林

第一

9
Fabrication of Transparent Multilayer 
Circuits by Inkjet

28 1420 1426
Adv. 
Mater.

宋延林 第一

10

Asymmetric Diketopyrrolopyrrole 
Conjugated Polymers for Field-Effect 
Transistors and Polymer Solar Cells 
Processed from a Nonchlorinated 
Solvent

28 943 950
Adv. 
Mater.

李诚，
René A. J. 
Janssen，
李韦伟

第一

11

A Universal Soaking Strategy to Convert 
Composite Hydrogels into Extremely 
Tough and Rapidly Recoverable Double-
Network Hydrogels

28 7178 7184
Adv. 
Mater.

吴德成 第一

高影响因子论文



13

科研工作进展

序号 论文题目 卷 起始页 终止页 刊物名称 通讯作者 单位排名

12

High DNA-Binding Affinity and Gene-
Transfection Efficacy of Bioreducible 
Cationic Nanomicelles with a 
Fluorinated Core

28 755 759
Adv. 
Mater.

尤业字 第二

13
Hemoglobin-Based Nanoarchitectonic 
Assemblies as Oxygen Carriers

28 1312 1318
Adv. 
Mater.

李峻柏 第一

14
Nanoarchitectonics for Advanced 
Materials: Strategy Beyond 
Nanotechnology

28 987 988
Adv. 
Mater.

李峻柏，
Katsuhiko 
Ariga

第二

15

Nanoarchitectonics for Dynamic 
Functional Materials from Atomic-
╱ Molecular-Level Manipulation to 
Macroscopic Action

28 987 988
Adv. 
Mater.

李峻柏，
Katsuhiko 
Ariga

第二

16
Self-Assembled Smart Nanocarriers for 
Targeted Drug Delivery

28 1302 1311
Adv. 
Mater.

李峻柏，
Gero 
Decher

第一

17
2D Mica Crystal as Electret in Organic 
Field-Effect Transistors for Multistate 
Memory

28 3755 3760
Adv. 
Mater.

李荣金，
董焕丽

第四

18
Device Engineered Organic Transistors 
for Flexible Sensing Applications

28 4549 4555
Adv. 
Mater.

狄重安，
朱道本

第一

19

Dielectric Engineering of a Boron 
Nitride/Hafnium Oxide Heterostructure 
for High-Performance 2D Field Effect 
Transistors

28 2062 2069
Adv. 
Mater.

刘云圻 第三

20
Construction of Nanowire 
Heterojunctions: Photonic Function-
Oriented Nanoarchitectonics

28 1319 1326
Adv. 
Mater.

赵永生，
姚建年

第一

21
Wavelength-Tunable Microlasers Based 
on the Encapsulation of Organic Dye in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28 7424 7429
Adv. 
Mater.

赵永生 第一

22
Controlling the Cavity Structures 
of Two-Photon-Pumped Perovskite 
Microlasers

28 4040 4046
Adv. 
Mater.

赵永生 第一

23
Sulfur Encapsulated in Graphitic Carbon 
Nanocages for High-Rate and Long-
Cycle Lithium-Sulfur Batteries

28 9539 9544
Adv. 
Mater.

郭玉国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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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卷 起始页 终止页 刊物名称 通讯作者 单位排名

24
An Artificial Solid Electrolyte Interphase 
Layer for Stable Lithium Metal Anodes

28 1853 1858
Adv. 
Mater.

郭玉国 第一

25
Subzero-Temperature Cathode for a 
Sodium-Ion Battery

28 7243 7248
Adv. 
Mater.

郭玉国 第一

26
Ultrasmall Biocompatible WO3-x 
Nanodots for Multi-modality Imaging 
and Combined Therapy of Cancers

28 5072 5079
Adv. 
Mater.

李桢，
高明远

第三

27

All-polymer Solar Cells Based on 
Absorption-complementary Polymer 
Donor and Acceptor with High Power 
Conversion Efficiency of 8.27%

28 1884 1890
Adv. 
Mater.

李永舫 第一

28

High Efficiency Non-fullerene Polymer 
Solar Cells with Medium Bandgap 
Polymer Donor and Narrow Bandgap 
Organic Semiconductor Acceptor

28 8288 8295
Adv. 
Mater.

李永舫 第一

29
Overcoming the Interface Losses in 
Planar Heterojunction Perovskite Based 
Solar Cells

28 5112 5120
Adv. 
Mater.

李永舫 第二

30

A Strategy to Simplify the Preparation 
Process of Perovskite Solar Cells by Co-
deposition of a Hole-Conductor and a 
Perovskite Layer

28 9648 9654
Adv. 
Mater.

李永舫 第二

31
Over 11% Efficiency in Tandem Polymer 
Solar Cells Featured by a Low-Band-Gap 
Polymer with Fine-Tuned Properties

28 5133 5138
Adv. 
Mater.

侯剑辉 第一

32

Energy-Level Modulation of Small-
Molecule Electron Acceptors to Achieve 
over 12% Efficiency in Polymer Solar 
Cells

28 9423 9429
Adv. 
Mater.

侯剑辉，
Harald Ade

第一

33
Copper-Based Coordination Polymer 
Nanostructure for Visible Light 
Photocatalysis

28 9776 9781
Adv. 
Mater.

宋文静 第一

34
Direction-Controlled Light-Driven 
Movement of Microribbons

28 8538 8545
Adv. 
Mater.

车延科，
刘峰

第一

35
Mass Production of Nanogap Electrodes 
toward Robust Resistive Random Access 
Memory

28 8227 8233
Adv. 
Mater.

董焕丽，
胡文平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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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工作进展

序号 论文题目 卷 起始页 终止页 刊物名称 通讯作者 单位排名

36

Large-Size 2D-Cu2S Nanosheets with 
Giant Phase Transition Temperature 
Lowering (120 K) Synthesized by 
a Novel Method of Super-Cooling 
Chemical-Vapor-Deposition

28 8271 8276
Adv. 
Mater.

胡文平 第二

37

Deepening Insights of Charge Transfer 
and Photophysics in a Novel Donor-
Acceptor Cocrystal for Waveguide 
Couplers and Photonic Logic 
Computation

28 5954 5962
Adv. 
Mater.

胡文平 第一

38

Novel Air Stable Organic Radical 
Semiconductor of Dimers of 
Dithienothiophene, Single Crystals, and 
Field-Effect Transistors

28 7466 7471
Adv. 
Mater.

甄永刚，
胡文平，
江浪

第一

39

Unveiling the Switching Riddle of 
Silver Tetracyanoquinodimethane 
towards Novel Planar Single-Crystalline 
Electrochemical Metallization Memories

28 7094 7100
Adv. 
Mater.

胡文平 第一

40
Tuning Ice Nucleation with 
Supercharged Polypeptides

28 5008 5012
Adv. 
Mater.

王健君，
Andreas 
Herrmann

第一

41
Fullerene-Free Polymer Solar Cells 
with over 11% Efficiency and Excellent 
Thermal Stability

28 4734 4739
Adv. 
Mater.

高峰，
侯剑辉

第一

42
Design and Synthesis of a Low Bandgap 
Small Molecule Acceptor for Efficient 
Polymer Solar Cells

28 8283 8287
Adv. 
Mater.

侯剑辉 第一

43
Highly Efficient Fullerene-Free 
Polymer Solar Cells Fabricated with 
Polythiophene Derivative

28 9416 9422
Adv. 
Mater.

陈宇，
侯剑辉，
Han Young 
Woo

第一

44
Charge Transport in Organic and 
Polymeric Semiconductors for Flexible 
and Stretchable Devices

28 4513 523
Adv. 
Mater.

董焕丽 第一

45

Gibbs-Curie-Wulff Theorem in Organic 
Materials: A Case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rface Energy 
and Crystal Growth

28 1697 1702
Adv. 
Mater.

胡文平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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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卷 起始页 终止页 刊物名称 通讯作者 单位排名

46
Robust Vacuum- ╱ Air-Dried Graphene 
Aerogels and Fast Recoverable Shape-
Memory Hybrid Foams

28 1510 1516
Adv. 
Mater.

刘琛阳 第一

47

Pursuing High-Mobility n-Type Organic 
Semiconductors by Combination of 

“Molecule-Framework” and “Side-
Chain” Engineering

28 8456 8462
Adv. 
Mater.

狄重安，
朱晓张

第一

48
A Chiroptical Logic Circuit Based 
on Self-Assembled Soft Materials 
Containing Amphiphilic Spiropyran

28 1644 1649
Adv. 
Mater.

张莉，
刘鸣华

第一

49
Chiral Nanoarchitectonics: Towards the 
Design, Self-Assembly, and Function of 
Nanoscale Chiral Twists and Helices

28 1044 1059
Adv. 
Mater.

刘鸣华 第一

50
Three-Component Integrated Ultrathin 
Organic Photosensors for Plastic 
Optoelectronics

28 624 630
Adv. 
Mater.

胡文平，
刘云圻

第一

51

Preparation of Reactive Oligo(p-
Phenylene Vinylene) Materials for 
Spatial Profiling of the Chemical 
Reactivity of Intracellular Compartments

28 3749 3754
Adv. 
Mater.

王树 第一

52

Flexible n-Type High-Performance 
Thermoelectric Thin Films of Poly 
(Nickel-ethylenetetrathiolate) Prepared 
by an Electrochemical Method

28 3351 3358
Adv. 
Mater.

孙源慧 第一

53
Alloy Acceptor: Superior Alternative 
to PCBM toward Efficient and Stable 
Organic Solar Cells

28 8021 8028
Adv. 
Mater.

占肖卫 第一

54
Molecular Lock: A Versatile Key to 
Enhance Efficiency and Stability of 
Organic Solar Cells

28 5822 5829
Adv. 
Mater.

占肖卫 第一

55

Scalable Fabrication of Nanoporous 
Carbon Fiber Films as Bifunctional 
Catalytic Electrodes for Flexible Zn-Air 
Batteries

28 3000 3006
Adv. 
Mater.

王要兵 第二

56
Graphdiyne:ZnO Nanocomposites for 
High-Performance UV Photodetectors

28 3697 3702
Adv. 
Mater.

王吉政，
李玉良

第一



17

科研工作进展

序号 论文题目 卷 起始页 终止页 刊物名称 通讯作者 单位排名

57
A Biomimetic Voltage-Gated Chloride 
Nanochannel

28 3181 3186
Adv. 
Mater.

闻利平 第三

58
Superaerophilic Carbon-Nanotube-
Array Electrode for High-Performance 
Oxygen Reduction Reaction

28 7155 7161
Adv. 
Mater.

孙晓明，
江雷

第二

59
“Capillary-Bridge Lithography” for 
Patterning Organic Crystals toward 
Mode-Tunable Microlaser Arrays

28 3741 3749
Adv. 
Mater.

吴雨辰，
付红兵

第四

60
An Artificial CO2-Driven Ionic Gate 
Inspired by Olfactory Sensory Neurons 
in Mosquitoes

28 2331 2338
Adv. 
Mater.

田伟，
闻利平

第二

61
Engineered Asymmetric Composite 
Membranes with Rectifying Properties

28 757 763
Adv. 
Mater.

Tomokazu 
Iyoda，
江雷

第二

62
3D Dewetting for Crystal Patterning: 
Toward Regular Single-Crystalline Belt 
Arrays and Their Functionality

28 2266 2273
Adv. 
Mater.

苏彬，
江雷

第一

63
Superhydrophobic Diffusion Barriers 
for Hydrogels via Confined Interfacial 
Modification

28 7383 7389
Adv. 
Mater.

刘明杰 第二

64
Interfacial Engineering of Hierarchically 
Porous NiTi/Hydrogels Nanocomposites 
with Exceptional Antibiofouling Surfaces

28 4553 4560
Adv. 
Mater.

刘明杰 第二

65

A Bioinspired Multifunctional 
Heterogeneous Membrane with 
Ultrahigh Ionic Rectification and Highly 
Efficient Selective Ionic Gating

28 144 150
Adv. 
Mater.

闻利平，
江雷

第一

66

Asymmetric Multifunctional 
Heterogeneous Membranes for pH- and 
Temperature-Cooperative Smart Ion 
Transport Modulation

28 9613 9619
Adv. 
Mater.

闻利平 第二

67

Amphiphilic Janus Particles Generated 
via a Combination of Diffusion-induced 
Phase Separation and Magnetically 
Driven Dewetting and Their Synergistic 
Self-assembly

28 3131 3137
Adv. 
Mater.

姚立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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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卷 起始页 终止页 刊物名称 通讯作者 单位排名

68
Multilayer Microcapsules for FRET 
Analysis and Two-Photon-Activated 
Photodynamic Therapy

28 1 7
Angew. 
Chem. 
Int. Ed.

李峻柏 第二

69
Efficient Reduction of CO2 into Formic 
Acid on a Lead or Tin Electrode Using 
an Ionic Liquid Catholyte Mixture

55 9012 9016
Angew. 
Chem. 
Int. Ed.

韩布兴 第一

70

Water-Enhanced Higher Alcohols 
Synthesis from CO2 Hydrogenation 
over Pt/Co3O4 Catalyst under Milder 
Condition

55 737 741
Angew. 
Chem. 
Int. Ed.

韩布兴 第一

71
Metal-organic Framework for 
Emulsifying Carbon Dioxide and Water

55 11372 11376
Angew. 
Chem. 
Int. Ed.

张建玲 第一

72
Water-in-supercritical CO2 
Microemulsion Stabilized by a Metal 
Complex

55 13533 13537
Angew. 
Chem. 
Int. Ed.

张建玲 第一

73

Highly Enantioselective Direct Synthesis 
of Endocyclic Vicinal Diamines 
through Chiral Ru(diamine)-Catalyzed 
Hydrogenation of 2,2’-Bisquinoline 
Derivatives

55 12891 12894
Angew. 
Chem. 
Int. Ed.

范青华 第一

74

Highly Enantioselective Synthesis of 
Indolines: Asymmetric Hydrogenation at 
Ambient Temperature and Pressure with 
Cationic Ruthenium Diamine Catalysts

55 13863 13866
Angew. 
Chem. 
Int. Ed.

陈飞，
范青华

第一

75
Intercellular Connections Related 
to Cell-Cell Crosstalk Specifically 
Recognized by an Aptamer

55 3914 3918
Angew. 
Chem. 
Int. Ed.

上官棣华 第一

76
Iron-Carbonyl-Catalyzed Redox-Neutral 
[4+2] Annulation of N-H Imines and 
Internal Alkynes by C-H Bond Activation

55 5268 5271
Angew. 
Chem. 
Int. Ed.

陈辉，
王从洋

第一

77

Near-infrared Fluorescent Probe with 
New Recognition Moiety for Specific 
Detection of Tyrosinase Activity: Design, 
Synthesis, and Application in Living 
Cells and Zebrafish

55 14728 14732
Angew. 
Chem. 
Int. Ed.

马会民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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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卷 起始页 终止页 刊物名称 通讯作者 单位排名

78
Activation of Methane Promoted by 
Adsorption of CO on Mo2C2 Cluster 
Anions

55 5760 5764
Angew. 
Chem. 
Int. Ed.

马嘉璧，
陈辉，
何圣贵

第一

79

Nitrogen, Phosphorus, and Sulfur Co-
Doped Hollow Carbon Shell as Superior 
Metal-Free Catalyst for Selective 
Oxidation of Aromatic Alkanes

55 4016 4020
Angew. 
Chem. 
Int. Ed.

曹昌燕，
宋卫国

第一

80

Visible-Light-Induced Photoredox 
Catalysis of Dye-Sensitized Titanium 
Dioxide: Selective Aerobic Oxidation of 
Organic Sulfides

55 4697 4700
Angew. 
Chem. 
Int. Ed.

陈晓东 第二

81

Direct Observa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Gelatin in Calcium Carbonate Crystals 
by Super-Resolution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55 908 911
Angew. 
Chem. 
Int. Ed.

王安河，
李峻柏

第一

82

Hierarchically Mesoporous 
o-Hydroxyazobenzene Polymers: 
Synthesi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CO2 
Capture and Conversion

55 9685 9689
Angew. 
Chem. 
Int. Ed.

刘志敏 第一

83

The Impact of Interlayer Electronic 
Coupling on Charge Transport in 
Organic Semiconductors: A Case Study 
on Titanylphthalocyanine Single Crystals

55 5206 5209
Angew. 
Chem. 
Int. Ed.

甄永刚，
胡文平，
易院平

第一

84
Switching on Supramolecular Catalysis 
via Cavity Mediation and Electrostatic 
Regulation

55 12778 12782
Angew. 
Chem. 
Int. Ed.

张龙 第二

85

Triptycene-Based Chiral Macrocyclic 
Hosts for Highly Enantioselective 
Recognition of Chiral Guests Containing 
a Trimethylamino Group

55 5304 5308
Angew. 
Chem. 
Int. Ed.

陈传峰 第一

86
Bismuth Interfacial Doping of Organic 
Small Molecules for High Performance 
n-type Thermoelectric Materials

55 10672 10675
Angew. 
Chem. 
Int. Ed.

狄重安，
朱道本

第一

87
Molecular Conductance through a 
Quadruple Hydrogen Bond Bridged 
Supramolecular Junction

55 12393 12397
Angew. 
Chem. 
Int. Ed.

王栋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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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Suppressing the P2-O2 Phase Transition 
of Na0.67Mn0.67Ni0.33O2 by Magnesium 
Substitution for Improved Sodium-Ion 
Batteries

55 7445 7449
Angew. 
Chem. 
Int. Ed.

郭玉国 第一

89
Guided Self-propelled Leaping of 
Droplets on a Micro-anisotropic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

55 4265 4269
Angew. 
Chem. 
Int. Ed.

王健君 第一

90
Graphene Oxide Restricts Growth and 
Recrystallization of Ice Crystals

55 0 0
Angew. 
Chem. 
Int. Ed.

王健君 第一

91
A General Method for Growing Two-
Dimensional Crystals of Organic 
Semiconductors by

55 9518 9522
Angew. 
Chem. 
Int. Ed.

胡文平 第一

92
Fabrication of Chiral-Selective 
Nanotubular Heterojunctions through 
Living Supramolecular Polymerization

55 9539 9543
Angew. 
Chem. 
Int. Ed.

车延科 第一

93

Molybdenum-Bismuth Bimetallic 
ChalcogenideNanosheets for Highly 
Efficient Electrocatalytic Reduction of 
Carbon Dioxide to Methanol

55 6771 6775
Angew. 
Chem. 
Int. Ed.

韩布兴 第一

94

Induction of Strong Long-Lived Room-
Temperature Phosphorescence of 
N-Phenyl-2-naphthylamine Molecules 
by Confinement in a Crystalline 
Dibromobiphenyl Matrix

55 15589 15593
Angew. 
Chem. 
Int. Ed.

易院平 第三

95

Synthesis of Supported Ultrafine 
Non-noble Subnanometer – Scale 
Metal Particles Derived from Metal-
Organic Frameworks as Highly Efficient 
Heterogeneous Catalysts

55 1080 1084
Angew. 
Chem. 
Int. Ed.

韩布兴 第一

96

Activation of Methane and Ethane as 
Mediated by the Triatomic Anion HNbN-:  
Electronic Structure Similarity with a Pt 
Atom

55 4947 4951
Angew. 
Chem. 
Int. Ed.

马嘉璧，
何圣贵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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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论文题目 卷 起始页 终止页 刊物名称 通讯作者 单位排名

97

Uncovering the Intramolecular Emission 
and Tuning the Nonlinear Optical 
Properties of Organic Materials by 
Cocrystallization

55 14023 14027
Angew. 
Chem. 
Int. Ed.

董焕丽，
胡文平

第一

98
Dynamic Self-Assembly Adhesion of 
a Paraquat Droplet on a Pillar[5]arene 
Surface

55 12713 12716
Angew. 
Chem. 
Int. Ed.

李海滨 第二

99

Chiral Phosphoric Acid Catalyzed 
Asymmetric Ugi Reaction by Dynamic 
Kinetic Resolution of the Primary 
Multicomponent Adduct

55 5282 5285
Angew. 
Chem. 
Int. Ed.

王德先，
王梅祥

第一

100

Role of Achiral Nucleobases in 
Multicomponent Chiral Self-Assembly: 
Purine-Triggered Helix and Chirality 
Transfer

55 15286 15290
Angew. 
Chem. 
Int. Ed.

张莉，
刘鸣华

第一

101
Guided Self-Propelled Leaping of 
Droplets on a Micro-Anisotropic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

55 4265 4269
Angew. 
Chem. 
Int. Ed.

王健君 第一

102
Superspreading on Immersed Gel 
Surfaces for the Confined Synthesis of 
Thin Polymer Films

55 3615 3619
Angew. 
Chem. 
Int. Ed.

刘明杰，
江雷

第二

103
A Rainbow Structural-Color Chip for 
Multisaccharide Recognition

55 6911 6914
Angew. 
Chem. 
Int. Ed.

李风煜，
宋延林

第一

104 Reactivity of Metal Clusters 116 14456 14492
Chem. 
Rev.

骆智训，
A. W. 
Castleman, 
Jr. , Shiv N. 
Khanna

第一

105 Cooperative Photoredox Catalysis 45 3026 3038
Chem. 
Soc. Rev.

陈晓东 第二

106
Direct Preparation of High Quality 
Graphene on Dielectric Substrates

45 2057 2074
Chem. 
Soc. Rev.

刘云圻 第一

107
Stability of Organic Solar Cells: 
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45 2544 2582
Chem. 
Soc. Rev.

程沛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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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Synergetic Integration of Cu1.94S-
ZnxCd1-xS Heteronanorods for Enhanced 
Visible-Light-Driven Photocatalytic 
Hydrogen Production

138 4286 4289
J. Am. 
Chem. Soc.

李亚栋，
周刚，
彭清

第三

109

General Synthetic Strategy for Hollow 
Hybrid Microspheres through a 
Progressive Inward Crystallization 
Process

138 5916 5922
J. Am. 
Chem. Soc.

曹安民，
万立骏

第一

110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of 
Semiconducting Performance of the 
Diketopyrrolopyrrole-Quaterthiophene 
Conjugated Polymer through Side-Chain 
Engineering via Hydrogen-Bonding

138 173 185
J. Am. 
Chem. Soc.

张德清，
刘子桐

第一

111

A Cyanine Dye to Probe Mitophagy: 
Simultaneous Detection of 
Mitochondria and Autolysosomes in 
Live Cells

138 12368 12374
J. Am. 
Chem. Soc.

上官棣华 第一

112
A Frustrated Lewis Pair Catalyzed 
Asymmetric Transfer Hydrogenation of 
Imines Using Ammonia Borane

138 12956 12962
J. Am. 
Chem. Soc.

孟玮，
杜海峰

第一

113
Chiral Frustrated Lewis Pairs Catalyzed 
Highly Enantioselective Hydrosilylations 
of 1,2-Dicarbonyl Compounds

138 810 813
J. Am. 
Chem. Soc.

杜海峰 第一

114
Thermal Methane Conversion to Syngas 
Mediated by Rh1-Doped Aluminum 
Oxide Cluster Cations RhAl3O4

+

138 12854 12860
J. Am. 
Chem. Soc.

赵艳霞，
何圣贵，
陈辉

第一

115
Pivotal Role and Regulation of Proton 
Transfer in Water Oxidation on 
Hematite Photoanodes

138 2705 2711
J. Am. 
Chem. Soc.

陈春城，
赵进才

第一

116

Two-State Reactivity in Low-Valent 
Iron-Mediated C-H Activation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Other First-Row 
Transition Metals

138 3715 3730
J. Am. 
Chem. Soc.

陈辉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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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Asymmetric Retro-Claisen Reaction by 
Chiral Primary Amine Catalysis

138 3978 3981
J. Am. 
Chem. Soc.

罗三中 第一

118
Directional Molecular Transportation 
Based on a Catalytic Stopper-Leaving 
Rotaxane System

138 5652 5658
J. Am. 
Chem. Soc.

陈传峰 第一

119
Click and Patterned Functionalization of 
Graphene by Diels-Alder Reaction.

138 7448 7451
J. Am. 
Chem. Soc.

王栋 第一

120

Broadband Tunable Microlasers 
Based on Controlled Intramolecular 
Charge-Transfer Process in Organic 
Supramolecular Microcrystals

138 1118 1121
J. Am. 
Chem. Soc.

赵永生 第一

121
Output Coupling of Perovskite Lasers 
from Embedded Nanoscale Plasmonic 
Waveguides

138 2122 2125
J. Am. 
Chem. Soc.

赵永生 第一

122

Reshaping Lithium Plating/Stripping 
Behavior via Bifunctional Polymer 
Electrolyte for Room-Temperature Solid 
Li Metal Batteries

138 15825 15828
J. Am. 
Chem. Soc.

郭玉国 第一

123

Non-Fullerene Polymer Solar Cells 
Based on Alkylthio and Fluorine 
Substituted 2D-Conjugated Polymers 
reach 9.5% Efficiency

138 4657 4664
J. Am. 
Chem. Soc.

李永舫 第一

124

Side-Chain Isomerization on n-type 
Organic Semiconductor ITIC Acceptor 
Make 11.77% High Efficiency Polymer 
Solar Cells

138 15011 15018
J. Am. 
Chem. Soc.

李永舫 第一

125

Gold(III) Mediated Acti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Methane on Au1-
Doped Vanadium Oxide Cluster Cations 
AuV2O6+

138 9437 9443
J. Am. 
Chem. Soc.

赵艳霞，
何圣贵

第一

126

Factors that Control Nitric Oxide 
Transfer and Dioxygenation Reactivity 
of Cobalt(III)-Nitrosyl Complexes: A 
Combined Experimental and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138 7753 7762
J. Am. 
Chem. Soc.

陈辉，
Karlin 
Kenneth 
D, Nam 
Wonwoo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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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Click and Patterned Functionalization of 
Graphene by Diels-Alder Reaction

138 7448 7451
J. Am. 
Chem. Soc.

王栋，
陈传峰

第一

128
High-Performance Electron Acceptor 
with Thienyl Side Chains for Organic 
Photovoltaics

138 4955 4961
J. Am. 
Chem. Soc.

占肖卫 第一

129
Bioinspired Interfaces with 
Superwettability: From Materials to 
Chemistry

138 1727 1748
J. Am. 
Chem. Soc.

江雷 第二

130

A Thieno[3,4-b]thiophene-Based Non-
fullerene Electron Acceptor for High-
Performance Bulk-Heterojunction 
Organic Solar Cells

138 15523 15526
J. Am. 
Chem. Soc.

刘烽，
朱晓张

第一

131

Self-Assembled Single-Walled Metal-
Helical Nanotube (M-HN): Creation of 
Efficient Supramolecular Catalysts for 
Asymmetric Reaction

138 15629 15635
J. Am. 
Chem. Soc.

刘鸣华 第二

132

The Fixed Propeller-Like Conformation 
of Tetraphenylethylene that Reveals 
Aggregation-Induced Emission Effect, 
Chiral Recognition,and Enhanced 
Chiroptical Property

138 11469 11472
J. Am. 
Chem. Soc.

郑炎松 第二

133

Construction of Smart Supramolecular 
Polymeric Hydrogels Crosslinked 
by Discrete Organoplatinum(II) 
Metallacycles via Post-Assembly 
Polymerization

138 4927 4937
J. Am. 
Chem. Soc.

陈国颂，
杨海波

第三

134
High-Performance Electron Acceptor 
with Thienyl Side Chains for Organic 
Photovoltaics

138 4955 4961
J. Am. 
Chem. Soc.

占肖卫 第三

135
A Facile Planar Fused-Ring Electron 
Acceptor for As-Cast Polymer Solar 
Cells with 8.71% Efficiency

138 2973 2976
J. Am. 
Chem. Soc.

占肖卫 第三

136

High-Performance Solution-Processed 
Non-Fullerene Organic Solar Cells Based 
on Selenophene-Containing Perylene 
Bisimide Acceptor

138 375 380
J. Am. 
Chem. Soc.

王朝晖，
Sun 
Yanming

第二

137
Three-Bladed Rylene Propellers with 
Three-Dimensional Network Assembly 
for Organic Electronics

138 10184 10190
J. Am. 
Chem. Soc.

李燕，
Sun 
Yanming，
王朝晖

第一



25

科研工作进展

序号 论文题目 卷 起始页 终止页 刊物名称 通讯作者 单位排名

138

General Space-Confined On-Substrate 
Fabrication of Thickness-Adjustable 
Hybrid Perovskite Single-Crystalline 
Thin Films

138 16196 16199
J. Am. 
Chem. Soc.

胡劲松，
万立骏

第一

139

Understanding the High Activity of 
Fe-N-C Electrocatalysts in Oxygen 
Reduction: Fe/Fe3C Nanoparticles Boost 
the Activity of Nx

138 3570 3578
J. Am. 
Chem. Soc.

胡劲松 第一

140
Excessive Exoergicity Reduces 
Singlet Exciton Fission Efficiency of 
Heteroacenes in Solutions

138 6739 6745
J. Am. 
Chem. Soc.

付红兵 第二

141

Generation, Characte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Hierarchically Structured 
self-assembly Induced by the Combined 
Effect of Self-emulsification and Phase 
Separation

138 2090 2093
J. Am. 
Chem. Soc.

姚立，
高明远

第一

142
Synthesis of Acetic Acid via Methanol 
Hydrocarboxylation with CO2 and H2

7 11481-1 11481-7
Nat. 
Commun.

钱庆利，
韩布兴

第一

143
Directed Block Copolymer Self-
Assembly Implemented via Surface 
Embedded Electrets

7 10752 10752
Nat. 
Commun.

王栋 第一

144
A Nine-Atom Rhodium-Aluminum Oxide 
Cluster Oxidizes Five Carbon Monoxide 
Molecules

7 11404 11411
Nat. 
Commun.

何圣贵 第一

145
11.4% Efficiency Non-Fullerene Polymer 
Solar Cells with Trialkylsilyl Substituted 
2D-Conjugated Polymer as Donor

7 13651 13666
Nat. 
Commun.

张志国，
李永舫

第一

146
A Method for Controlling the Synthesis 
of Stable Twisted Two-Dimensional 
Conjugated Molecules

7 11637-1 11637-11
Nat. 
Commun.

李勇军，
李玉良

第一

147
Tuning Ice Nucleation with Counterions 
on Polyelectrolyte Brush Surfaces

2 e1600345 e1600345 Sci. Adv. 王健君 第一

148

Remarkable Enhancement of Charge 
Carrier Mobility of Conjugated 
Polymer Field-effect Transistors Upon 
Incorporating an Ionic Additive

2 e1600076 e1600076 Sci. Adv.
刘子桐，
张德清

第一

149
“Uphill” Cation Transport: A Bioinspired 
Photo-driven Ion Pump

2 1557 1563 Sci. Adv.
闻利平，
江雷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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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科院、地方奖

有机场效应晶体管基本物理化学问题的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有机光功能材料研究　中国科学院杰出成就奖（集体）

姚建年，赵永生，付红兵，钟羽武，陈辉，骆智训，詹传郎，闫永丽，吴义室，李勇军，邵将洋，龚忠亮，

贾美叶

该研究集体率先开展了低维有机光功能材料的研究工作，在国际上引领了该领域的发展；首次发现了有机体系中

的量子尺寸效应，突破了人们对有机分子聚集体的传统认识，进而发展了有机纳米光子学研究方向；成功研制了若干

自主创新的科学仪器，突破了纳米光子学研究中的瓶颈问题。

突出贡献者姚建年院士长期从事新型光功能材料的基础和应用探索研究，开创了有机纳米光功能材料的研究方

向，通过发展先进的表征技术突破了有机光功能材料研究中的瓶颈问题。两次以第一完成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2004，2014)，2015 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已在 Nature, Acc. Chem. Res., Chem. Soc. Rev., J. Am. 

Chem. Soc., Angew. Chem. Int. Ed., Adv. Mater. 等国际化学和材料界等杂志上发表论文 400 余篇（他引 11000 

余次）。

胡文平，刘云圻，李洪祥，汤庆鑫，董焕丽

本项目围绕有机场效应晶体管基本的物理化学问题，

在高性能有机场效应材料、材料凝聚态结构和性能的关系、

场效应器件方面开展了系列创新性研究，形成了国际特色。

主要科学发现如下：发展了系列综合性能优异的有机场效

应材料，提出了迁移率高、稳定性好场效应材料的设计思

路和合成策略；发明了系列独特的有机微纳晶及其场效应

晶体管的制备方法，利用有机微纳晶，高效揭示了材料凝

聚态结构和性能的关系，指导分子的理性设计和合成，推

动其器件应用；从能级、微结构、界面等关键物理参数出

发，不断优化器件，实现了高性能有机场效应晶体管及新

功能器件的构筑。

重要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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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贡献者赵永生研究员发展了有机纳米光子学材料与器件，率先报道了有机一维晶体材料的受激发射现象，提

出了构筑有机柔性光子学集成回路的新思路。获得三项个人国际学术奖励和十余项国内学术奖项，包括 2014 年国家

自然科学二等奖（第二完成人），2013 年中国分析测试协会科学技术一等奖。

突出贡献者付红兵研究员率先报道了有机低维光功能材料的激子手性、尺寸依赖以及对能带结构的调控作用。两

次以第三完成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2004，2014)。

纳米材料绿色打印印刷基础研究　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

宋延林，李风煜，李明珠，王京霞，江雷

本项目从纳米材料的创新出发，围绕纳米粒子的可控制备、分散与组装，墨滴在固体表面的浸润、聚并与转移等

关键科学问题开展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并发展了包括绿色制版、绿色版基和绿色油墨在内的纳米绿色印刷产业链

技术，推动了印刷产业的绿色化和可持续发展。取得如下创新性研究成果：从界面纳米微结构进行浸润性调控研究出发，

针对纳米绿色印刷制版技术的关键——印版表面可控的亲水、亲油微区，构建高反差的超亲油图文区与超亲水的非图

文区，实现高精度的印刷制版；发展了通过“印刷”方式大面积制备纳米尺度精细图案和功能器件的普适方法，进一

步发展光电功能器件的打印、印刷制备与应用；提出通过直接打印在印版上形成具有相反浸润性的图文区（亲油墨，“1”

区）和非图文区（亲水区，“0”区）；推动纳米绿色印刷产业链技术及其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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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队伍建设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化学所有在职职工 609 人。其

中科技人员 444 人、科技支撑人员 99 人、管理人员 49 人、其

他 17 人。中国科学院院士 11 人，“杰青”58 人、“千人计划”

入选者 9 人、“百人计划”入选者 56 人。在站博士后 83 人。

 院士 11 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4 人，研究员 107 人，

副高级 245 人，中级及以下 221 人，职员 19 人，工人 17 人

 科研岗位占 73%，支撑岗位占 16%，管理岗位占 8%，其他

岗位占 3%

 博士学位 65%，硕士学位 15%，学士学位 11%，其他 9%

 平均年龄 40.0 岁

▄	 人才引进方面：

 刘冰、汪铭、张闯 3 人通过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评审

在职职工

离退休

项目聘用

209人

970人

609人

542人

研究生

博士后

83人

 江浪入选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百人计划”C 类（青年俊才）

 郭云龙入选化学所“引进杰出青年人才计划”

▄	 人才培养与稳定方面：

用足中科院特聘研究员计划，加强科技领军人

才和拔尖人才的激励和保障

 王笃金、毛兰群、方晓红、刘云圻、李玉良、

杨士勇 6 位研究员入选中国科学院特聘研

究员核心骨干

 于贵、马会民、王朝晖、王毅琳、刘志敏、

李峻柏、陈义、陈传峰、罗三中、赵永生、

赵江、侯剑辉、夏安东、葛茂发 14 位研

究员入选中国科学院特聘研究员骨干人才

截止目前，化学所共有特聘研究员 37 名，其

中核心骨干 15 人，骨干 2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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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完善职务晋升机制，为优秀骨干人才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

 刘志敏、赵永生、叶松、边文生 4 人晋升为二级研究员

 张军、王从洋、胡劲松、王健君、王吉政 5 人晋升为三级研究员

 张纯喜、刘瑞刚、陈鹏磊、马永梅、董侠 5 人晋升研究员

 于萍、刘彩明、齐莉、李明珠、李勇军、狄重安、张莉、董焕丽 8 人晋升项目研究员

 于晓琳等 13 人晋升为副研究员，王志栋等 4 人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14 人晋升为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杰出人才和团队获奖情况

 聂宗秀获得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资助

 张科研究员、梁福鑫副研究员获得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资助

 于贵、方晓红、王树、王春儒、付红兵、杨振忠 6 位研究员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

 毛兰群研究员荣获“西部之光”访问学者优秀导师

 赵永生研究员荣获“第十四届中国青年科技奖”

 罗三中、侯剑辉、郭玉国、刘志敏 4 位研究员入选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

 侯剑辉研究员荣获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终期评估优秀

 文锐研究员荣获人社部“留学人员科技活动项目择优资助”

 张志国副研究员入选北京市“科技新星”计划

 郝项、关波 2 位副研究员入选中国科学院关键技术人才项目

 张建玲研究员、陈光明副研究员入选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优秀会员

 曹昌燕、陈飞、姜玮、宋金良、佟胜睿、王峰、薛丁江、张志国、张宗波、赵耀、

周恒 11 人入选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黄英娟副研究员入选中国科学院期刊出版领域引进优秀人才计划

 化学所荣获中国科学院“十二五”人事人才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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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所青年创新促进会

提升全所青年人员的科研积极性，加大学术交流的力度和范围，营造创新科研氛围

 全所青促会会员 39 人

 平均年龄 35.4 岁

 现有研究员 2 名，项目研究员 8 名，副研究员 28 名，助理研究员 1 名

 9 人入选青促会优秀会员（共两届，全院共 181 人）

 化学所青促会小组荣获 2016 年中国科学院青促会优秀小组称号（全院 4 家单位）

 2016 年，结合所庆六十周年，组织化学所青年学术论坛 22 次，邀请所外专家 27 人（学科发展和交叉、青年
人才成长、海外人才交流、企业合作交流等方面），以及组织五所青年学术交流会、深圳大学、北京化工大学
双边青年论坛

 承办“东营 • 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未来产业论坛”，设 4 个主题论坛，共有 60 余名来自中科院和高校青年
科学家和 70 余家相关企业代表参会

化学所青促会小组年会优秀小组奖杯

万立骏院士 —“人生与科研道路”实效丰富的青年学术论坛

“东营 • 中科院青促会未来产业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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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培养

研究生教育基本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在学研究生 970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655 人、硕士研究生 315 人，2016 年招收博士

研究生 198 人、硕士研究生 134 人，毕业博士研究生 206 人、硕士研究生 21 人。

研究生获奖情况

耿德超、彭丽、张凤娇的博士学位论文获 2016 年

度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臧亚萍、吴雨辰、康欣晨获 2016 年度中国科学院

院长奖学金特别奖；

获 2016 年度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优秀奖 7 名；获

中国科学院各类冠名奖学金 17 名；获国家奖学金 31 名。

耿德超 彭丽 张凤娇

臧亚萍 康欣晨 吴雨辰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2016 年毕业生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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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科研任务

来源 类别 项目名称
主持 ╱
参加

负责人 项目起止年月

科技部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表面纳米层修饰、內部采用纳米结构的金

属锂负极
主持 郭玉国 2016-7至2020-6

科学院 国家重大科研装备研制项目
金属富勒烯纳米肿瘤无创诊疗研究系统

研制
主持 王春儒 2016-2至2019-2

科学院 前沿科学重点研究项目 绿色介质中CO2高效催化转化的科学基础 主持 韩布兴 2016-8至2020-12

科学院 前沿科学重点研究项目 二维碳石墨炔薄膜的可控合成和性质 主持 李玉良 2016-8至2020-12

科学院 前沿科学重点研究项目
功能导向的多层次分子有序新体系的构筑

和超分子催化研究
主持 范青华 2016-8至2020-12

科学院 前沿科学重点研究项目 基于毛细管电动分离的电通量成像法 主持 陈义 2016-8至2020-12

科学院 前沿科学重点研究项目
金属团簇及其水合物体系的结构化学与反

应动态学
主持 骆智训 2016-8至2020-12

科学院 前沿科学重点研究项目 自触发式活体电分析化学的基础研究 主持 毛兰群 2016-8至2020-12

科学院 前沿科学重点研究项目
高效金属富勒烯肿瘤血管阻断治疗技术物

理机制研究
主持 王春儒 2016-8至2020-12

科学院 前沿科学重点研究项目 超高性能UHMWPE纤维科学基础与工程化 主持 徐坚 2016-8至2020-12

科学院 前沿科学重点研究项目
面向航天应用增材製造（3D打印）新一代

材料制备和加工基础问题研究
主持 赵宁 2016-8至2020-12

基金委 重点项目
石墨烯基材料的可控制备和场效应晶体管

器件的物理化学基础
主持 刘云圻 2017-1至2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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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类别 项目名称
主持 ╱
参加

负责人 项目起止年月

基金委 重点项目
基于Cell-SELEX的生物标志物发现方法学

研究
主持 上官棣华 2017-1至2021-12

基金委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有机 ╱ 无机复合Janus材料 主持 梁福鑫 2017-1至2019-12

基金委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拓扑结构高分子合成与应用 主持 张科 2017-1至2019-12

基金委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颗粒质谱与成像 主持 聂宗秀 2017-1至2021-12

基金委 创新研究群体滚动 面向活体的分析化学基础研究 主持 毛兰群 2017-1至2019-12

基金委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动态加载钻石对顶砧及其原位光谱表征和

成像装置研制
主持 杨国强 2017-1至2021-12

基金委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 高气压、高通量离子分子反应质谱 主持 何圣贵 2017-1至2021-12

基金委 重大研究计划
柔性有机 ╱ 聚合物太阳电池材料和器件的

研究
主持 李永舫 2017-1至2019-12

基金委 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多层次的分子组装体： 结构、动态与功能 主持 张德清 2017-1至2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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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术交流

2016 年，化学所国际合作与交流面向“率先行动计

划”，服务于“一三五” 战略规划，深入开展化学及交

叉领域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扩大

国际影响力，逐步提升国际化水平。

2016 年，化学所接待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

德国、日本、新加坡、加拿大、法国、西班牙、也色列、

保加利亚等 36 个国家和地区的知名科研机构及企业的代

表团 120 个，282 人次；化学所外事出访团组 209 个，

281 人次。

2016 年，化学所进一步加强了与国际顶尖人才的合

作与交流。中国科学院“国际访问学者”5 项、“国际博

士后”2 项。主办国际会议 7 项。与国外科研机构和国

际跨国企业签署合作协议 1 项。

国际会议

第十二届国际高分子物理学术讨论会

第九届国际高技术高分子材料学术讨论会

化学所－美国化学会分子科学前沿国际学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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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术交流

化学所－英国皇家化学会共同主办的材料前沿学术研讨会

A CS ON COMPUS

中德双边青年论坛

亚洲核心计划冬季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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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丁奎岭院士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
论坛报告

四川大学冯小明院士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论坛报告

北京大学高松院士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论坛报告

北京师范大学方维海院士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论坛报告

德国马普高分子研究所所长 Hans-Jürgen Butt 教授访问化学所并作
分子科学论坛报告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杨学明院士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
学论坛报告

分子科学论坛报告与分子科学前沿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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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术交流

厦门大学赵玉芬院士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论坛报告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侯建国院士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论坛报告

美国犹他大学 Joel S. Miller 教授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论坛报告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唐勇院士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论坛报告

华东师范大学何鸣元院士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论坛报告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Kam W. Leong 教授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论坛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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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诺丁汉大学 Martyn Poliakoff 教授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论
坛报告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张玉奎院士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论坛报告

北京大学席振峰院士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论坛报告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杨秀荣院士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
科学论坛报告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安立佳院士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
学论坛报告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构所洪茂椿院士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论坛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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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术交流

苏州大学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迟力峰教授访问化学所并作分
子科学前沿讲座

台湾大学陆天尧教授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前沿讲座

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 Christian Amatore 教授访问化学所并作分
子科学前沿讲座

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 Serge Cosnier 教授中 - 法化学讲座奖授予仪
式暨分子科学前沿讲座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施剑林研究员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
学论坛报告

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 Xin-Liang Feng 教授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
学前沿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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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哥廷根大学 Lutz Ackermann 教授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前沿讲座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Feng Gai 教授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前沿讲座

美国德克萨斯 A&M 大学 Michael B. Hall 教授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
前沿讲座

英国剑桥大学 Henning Sirringhaus 教授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前沿
讲座

上海交通大学齐飞教授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前沿讲座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 Aihua Xie 教授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前沿
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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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地合作

结合研究所“十三五”规划，化学所在 2016 年重点做好高刚韧聚烯烃薄膜、

PBO 纤维、绿色制备纤维素薄膜、气凝胶、硅碳复合锂电池负极材料等重大项目的

产业化推广，无形资产对外投资超过 1 亿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与企业、地

方政府新签横向合同 115 项，合同经费 7468.8 万元，股权收益逐年增长，取得了

良好的经济效益；积极开展成果转移转化方面的学习，通过文件学习、内部讨论、

调研兄弟院所等多种方式制定了《化学研究所关于科技成果转化奖励的实施办法》

及补充说明，对于促进化学所的成果转化起到了推动作用；通过组织“化工新材料

产业研讨会”，搭建长期合作企业与化学所应用研究的技术交流平台，在产业界引

起很好的反响；在京成果转化取得较好成绩，以气凝胶相关 2 项专利技术入资弘大

科技（北京）股份公司，该成果获得在京科技成果转化一等奖，管理团队连续六年

获奖（一等奖 3 次，二等奖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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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化学所积极推进科研成果转化，在一系列重大产业化项目方面获得

突破性进展：

高刚韧聚烯烃薄膜项目：结合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提出的“应用于有价证券的

高刚韧聚烯烃材料”战略需求，化学所发挥在高分子材料应用基础研究的优势，通

过与合作企业紧密合作，生产出两种满足印刷要求的国产薄膜 16 吨以上，性能指

标达到进口产品水平，2016 年与生产企业紧密合作，达成与合作公司的联合出资

意向，化学所拟实现无形资产对外投资 2500 万元，持有公司 30% 股份。

高性能 PBO 纤维项目：化学所（2500 万无形资产出资）与上海众幸（5000

万现金出资）联合出资成立中科金绮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合资公司支付化学所

2500 万元专利转让费。项目预计于 2018 年建成投产。

纤维素薄膜绿色制备项目：化学所从 2011 年开始与山东恒联集团合作开发纤

维素薄膜的绿色制备，在经历了两期合作开发之后，化学所与该公司成立合资公司，

公司注册资金 1 亿元，化学所持有 35% 的股份。项目建设占地 500 亩，计划总投

资 16.8 亿元，可实现年产 3 万吨能力，年销售收入可达 12 亿元，利税 3.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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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建设

1、所级公共技术服务中心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公共技术服务中心成立于
2013 年，包括一个所级分析测试中心和四个专业研究平
台（高分子科学与材料实验平台、高技术材料测试平台、
化学生物学实验平台、分子器件研究平台）。国家级大型
仪器中心——北京质谱中心和院三所共建 600 兆核磁共
振实验室隶属于此中心。

公共技术服务中心着眼于化学与其它科学的交叉和
前沿领域，集中了化学所公用大型分析仪器，主要从事各
种检测与表征，以及有关的方法学研究和应用研究工作，
包括组成分析、结构分析、形态分析和性能测试，为化学
所及所外有关单位提供组成、结构、形态的分析表征及具
有专业特色的合作研究，有力地支持了化学所、中科院及
全国的有关领域的科研和生产工作，是我国综合实力较强
的分析机构之一。

所级公共技术服务中心 2016 年全年服务机时共计
23.9 万小时，其中为全所服务 22.7 万小时，占总服务机
时的 95%。

图 1. 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分析平台

图 2. 先进高分子材料研究系统

图 3. 分子识别与功能表征仪器平台

2、仪器修购专项建设

2016 年，通过修购项目的实施与完成，进一步加强
了特色专业平台（图 1 和图 2）建设，增加了通用设备建
设（图 3），完善了公共测试中心，有效支撑了学科建设，
促进了学科发展。通过功能开发项目的实施与总结，充分
挖掘了大型仪器功能的潜力，不仅提升了深度支撑科研的
能力，同时提高了公共仪器平台的能力建设水平。

通过修购项目购买的 600MHz 核磁共振谱仪，年服
务总机时共计 6000 多小时，在区域中心年度考核中多次
评优。

3、仪器资产情况

2016 年化学所新增仪器设备 2225 台（套），新增
仪器设备固定资产 9541.184 万元。其中单价 50 万元以
上的大型设备共 24 台（套）、价值 4050.81 万元，单价
200万元以上的大型设备共6台（套）、价值2153.44万元。
其中国外进口仪器设备 214 台、价值 7665.51 万元。

截止 2016 年 12 月底，化学所拥有仪器设备 1.86 万
台（套），设备总资产达 9.1558 亿元。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2016 年年报

44

党建与创新文化

2016 年，在院党组和京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化
学所党委认真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六中全
会精神，扎实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建设，充分发
挥党委的政治核心和监督保证作用，为研究所“十三五”
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落实“率先行动”计划提供坚强
保证。

2016 年根据京区党委的要求，化学所党委在全所

开展了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工作。12 月 20 日，党

委书记王笃金向京区党委进行现场述职。

按照院党组的统一部署，化学所党委在 4 月启动了我所“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工作，党政领导班子分别以“学党章，
坚定理想信念”、“学党规，严守纪律规矩”、“学讲话，增强‘四个意识’”和“学宗旨，坚持创新为民”为主题
开展了 4 次中心组集体学习。

第一次中心组学习 第二次中心组学习

第三次中心组学习 第四次中心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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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9 日，化学所党委对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进行了表彰，随后党委书记王笃金对党务干部进行了“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专题培训。

认真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积极推动落实党风廉政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利用所务会、所工作会议、中

层干部会议、职能部门负责人例会等将反腐倡廉与业务工作同安排部署、同检查督促、同考核奖惩。

坚持把反腐倡廉教育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强化全所员工的廉洁从业风险防控意识，大力营造反腐倡

廉的舆论氛围。分别在 5 月及 9 月进行了反腐倡廉教育和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基础性评价工作专题学习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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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所成立于 1956 年，2016 年迎来 60 岁的生日。为全面回顾 60 年的发展历程，展示化学所在学科发展、国

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方面的成就，按照《中国科学院节庆活动管理办法》的要求，所里对所庆 60 周年活动进行了

精心策划，确定了“以学术活动为主，展示发展成就，凝心聚力，再创新辉煌”的所庆主题和“务实、节俭”的工作

原则，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活动。

在新闻媒体上集中宣传了化学所的科研成就（8 篇），让社会公众了解化学所
结合建所 60 周年，策划《我与化学所征文》活动
邀请老科学家、科研和管理骨干共同编撰《庆祝化学所成立 60 年纪念册》
制作化学所建所 60 周年宣传片，全面介绍了化学所 60 年的发展历程

《我与化学所征文》 建所 60 周年宣传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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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喀纳斯湖位于阿尔泰山脉中。翻过阿尔
泰山中国国境，中亚地区也有一个名为喀纳斯的
湖泊，两个喀纳斯生境一模一样。

“老黑”是新疆朋友给塔吉克斯坦的院士
Hikmat Hisoriev 起的昵称。“老黑“的皮肤比大家
黑一些，是中亚地区植物方面的专家，每年在新
疆工作三个月。叫他“老黑”时，他总是笑眯眯地
答应，他野外经验相当丰富，很喜欢在新疆出差，
这里的设备和团队都令他赞不绝口。

2014 年 6 月，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
斯坦跨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起始端和天山
廊道的路网”获第三十八届世界遗产大会批准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些相似并非偶然。中亚五国大部分地区为
荒漠半荒漠地区，水资源都比较短缺，又都以农业
和畜牧业为主，在产业结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及
其面临的经济与科技问题等方面与新疆十分相似，
因此新疆与中亚五国之间的科技合作将推动区域
重大科技问题的研究。

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和中亚科技合作是重
头戏。穿行中亚五国，从大漠到高山，回荡着对

“中国倡议”的共鸣———
“以前只觉得丝绸之路是历史，现在觉得它

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可以预见，有了科技实力的注入，现代丝路

经过的地方将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中国与中亚的科技合作并非从零起步，而

是已有合作的延续深化，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
理研究所此前已与中亚各国建立起良好的中亚
生态与环境研究合作机制，在重新“凿通”丝路
的科技进程中捷报频传。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
中心（以下简称中亚中心）2014 年响应国策正式
成立，是中科院为服务国家科技外交和对外开
放大局的‘先锋队’。

合作升级换代，与中亚各国的合作范围不
断拓展。中亚中心旨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和丝
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科技合作战略需求，开展
我国与中亚国家自然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
科学技术的联合研究，重点围绕气候与环境演

变、水土资源和现代农业、矿产资源和生物资
源、地缘经济和区域发展、生态修复与环境治
理、交通物流和信息技术等方面，开展互惠合作
研究，并致力于为中亚各国培养高水平的科技
人才队伍，建立具备野外实验观测、室内实验分
析、卫星遥感监测及技术试验示范四位一体的
研究平台。

中亚中心分别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
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分中心和野
外观测与研究站。每个中亚分中心主要包括联
合实验室、野外观测与研究网络以及生态环境
和农业技术试验示范基地 3 个组成部分。

短短两年，中亚中心收编十五个野外台站，

覆盖了中亚所有的生态系统类型，从东至西形
成以新疆为支点的网络：沿阿尔泰山、天山北
坡、天山南坡、帕米尔高原展开，日夜不停地对
冰川、高山草甸、草原、湿地、绿洲、荒漠进行观
测。

“通过不断的努力，去年我们完成了哈萨克
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个分中心的机构法人注
册，今年 9 月塔吉克斯坦分中心也即将完成法
人注册。”陈曦告诉《中国科学报》。

中亚各国自独立以来，安全观念传统保守，
批准法人注册则意味着双方的深度信任。作为
官方认可的 NGO，此后中国科学家在中亚三国
的科技合作得到了法律的保障。

与中亚各国琴瑟共鸣

中科院中亚中心：

古丝路遇上中国科技
姻本报记者 王晨绯

进展 隗自动化所

“鹰眼（Eagle Eye）”———观看过这部科幻动
作电影的观众或许已经忘记小人物主人公变身
大英雄的套路情节，但绝不会忘记超级智能电脑
ARIA 拥有的暗黑科技力量，它能够通过高度互
联的视频网络监控一切人和事。

抛开影片向观众展示的惊险剧情，智能电脑
ARIA 对广泛分布监控探头下出现的人、物和发
生的事件的实时精准分析，让人惊叹。这种原来
只有在电影中出现的高科技能够在现实中实现
吗？它能够为改善人类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发展
作出贡献吗？

答案是肯定的。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联合清
华、上海交大、西安交大等 15 家国内顶尖科研单
位和企业承担的“面向大范围场景透彻感知的视
觉大数据智能分析关键技术与验证系统”就是为
了实现以上“高科技”而启动的，并获得 2016 年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云计算和大数据”重点专项
经费支持。

中科院自动化所王亮研究员告诉《中国科学
报》记者，该项目将突破大范围场景下的视觉大
数据智能分析关键技术，建立“个体—群体—场
景”统一感知的新一代智能视频监控系统。

大范围场景视觉大数据智能分析是掌控公
共安全、社会管理、交通运输、军事国防等场景态
势信息的重大共性关键技术，是国际计算机视觉
学术界和安防视频监控产业界的技术热点。

在我国“973”计划、“863”计划、科技支撑计划、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重大研发计划的支持下，中科
院自动化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航等单位在多
模态生物特征识别、行人重识别、社会集群行为
感知、交通场景理解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王亮介绍，在取得重要进展的同时，通过冷静
分析、总结可以发现，现有的视觉大数据智能分
析方法存在诸多“感知盲区”：场景范围小、个体
识别近、群体理解弱等，缺乏系统性和实用性，很
难满足公安、交通、国防等领域的迫切需求。

此次多家单位参与的项目旨在突破视觉大
数据智能分析的“感知盲区”，创建大范围复杂场
景视觉大数据的透彻感知理论和方法，提出“个
体—群体—场景”统一感知理论框架和计算模
型，实现多维度个体信息（身份、属性、行为等）、
大尺度群体信息（流量、密度、事件等）、大范围场
景信息（事件演变、时空搜索、跨场景关联等）的
透彻感知关键技术，构建典型公共场所的“透明
空间”验证系统和示范应用。

王亮表示，该项目的实施可望使我国进入视
觉大数据分析领域国际前列，取得具有重大国际
影响力的视觉大数据研究成果，突破 10 项以上
自主产权的个体、群体和场景感知核心技术，公
安部一所、佳都、中兴、中科虹霸、海鑫等提供百
万级视频感知应用平台在 20 个城市的推广应
用，在反恐维稳、智慧城市、交通运输等重要领域
产生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从科幻走进现实的“鹰眼”
姻本报记者 沈春蕾

中亚五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这里曾是丝绸之路的商路要
冲。2013 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哈萨
克斯坦访问时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宏伟构想。

同年，中科院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陈曦，参加塔吉克斯
坦的一次活动时，捕捉到了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的一句话：“我们的
科学家以前总想着与欧美国家科研机构合作，其实我们有个邻居的科
技实力已经日渐强大，我们何不加强与中国合作呢？”共建丝绸之路经
济带的中国构想，得到了中亚各国的赞同。虽然当年古丝绸之路的城
郭已成丘墟，驼铃声声的古丝路也已陷入荒凉与沉寂，但如今丝路经
济带构想吹皱的“一池春水”，这样的真切可感。

取得如此信任，除了中科院的科技硬实力之
外，与科学家们多年来努力“拉关系”密不可分。

“这几年每年大概出去五六次，最多一年出去
19 次。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这
三个国家的每一个县都去过。”陈曦已经基本掌握
了当地生活用语，结交了很多中亚的朋友。

科学家们的“拉关系”内涵丰富又实际。2015
年，中科院启动了 STS 项目里就有中科院新疆生
地所承担的吉尔吉斯斯坦饮水安全研究项目。因
为当地的水质污染不仅对河口三角洲的自然生态
造成了负面影响, 也严重威胁到当地居民的身体
健康。该项目源于吉方水文气象局、应急情况部、
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三家单位提出是否能从中国
输出技术，在中亚中心开展对吉尔吉斯斯坦全国
的水质调查，并开展吉尔吉斯斯坦饮水安全试验
示范，提出解决全国饮水安全的措施。

类似解决邻居们科技燃眉之需的项目，在
中亚中心一共有 5 个，他们的工作已经细致到
了中亚三国县一级别，包括联合地质矿产勘查、
土地资源调查、荒漠化治理、灾害监测。

合作升级、内容扩展后，原有的学科方向布

局已经满足不了实际需求。“以前我们的研究是
一条河流、一个村落，现在则是大区域、大尺度
的研究，针对自然灾害也需要布置监测、预警方
向的人才。”陈曦透露，近几年中亚中心的 4 个

“青年千人”和 2 个“百人计划”研究员均是面向
中亚需求引进的。

另外，中亚各国与中国在同一学科、同一领
域所使用的分类规范和计量标准不一样，他们
大部分采用欧洲标准，但欧洲是湿润地区，很多
标准并不适合干旱地区，“希望能通过我们的努
力，建立起双方认可的标准。”他说。

作为连接中亚各国的桥梁，2015 年中亚中
心承接了中亚各国科技需求的调研任务。下个
月，这份 300 页的报告将呈送给相关部门，里面
包含了中亚各国对中国贸易、交通、经济的需
求，对同中国开展科技合作的战略思路，以及他
们希望为中国提供的贸易产品与他们需要的贸
易产品，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如何与中亚国家
经济发展融合等……

今后，中亚中心未来的工作重心将围绕三
个方面开展。

中亚干旱区是世界最大的温带内陆干旱
区，气候变化引起了冰川、水文、降水量等变化，
继而影响了当地的农业和生态环境，也引发了
大量自然灾害。

“我们在调研途中发现泥石流、旱灾、洪灾、
虫灾等自然灾害在丝绸之路上频发，而他们欠
缺监测、防治的能力。我们必须尽快在中亚布置
科技防灾减灾的力量。”陈曦语速加快道。

中亚中心要努力的第二件事情是授之以渔。
“建一所中国科学院大学中亚学院，每年为

他们培养 800~1000 名研究生，为今后的中亚建
设输送科技生力军。”陈曦说。

由于中亚有 28 条跨境河，河流沿岸国家在
水资源利用方面纷争不断,水危机以及由水资源
引发的争端影响着该地区的安全环境。中亚中
心将建立整个中亚区域的跨界河流监测体系，
借助科技来化解地区水资源危机。

同时，如何将中国的农业技术、矿产开发技
术、生物技术、污染防治技术、空间信息技术与
无人机技术推广应用到中亚也是今后 5 年中心
努力的方向。

搭乘中国列车并肩前行

荫

2014 年
12 月 9 日，成
立中亚中心 31
人组成科学委
员会。

开栏寄语：
2016 年 10 月，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将迎来六十周岁生日。六十年来，几代化学所人不懈努力，顽强拼搏，勇攀高峰，形成了“创新、求是、团结、奉献”的优秀文化，为我国

科技事业、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今，化学所以基础研究为主，正在有重点地开展国家急需的、有重大战略目标的高新技术创新研究，并与高新技术应用和转
化工作相协调发展，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我国最高水平的化学研究机构之一。本报即日起将推出系列文章，以纪念为化学事业奋斗终身的前辈，也向正在“三个面向”“四
个率先”的要求下，为化学科学发展、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奋战的科研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成立 60 周年系列报道
创新求是团结奉献———化学所60年回眸

化学，是研究物质形成、结构、性能和变化的
科学。上世纪 90 年代，科学家已经在认识分子结
构和化学键的本质上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彼时，化
学家已瞄准了新的科学目标，即从需求出发设计
并合成具有特定化学、物理特性的分子。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自 1956 年成立以
来，一直把握着世界化学前沿的脉搏，引领中国
化学学科相关领域的发展。

当化学学科逐渐走进“分子时代”时，化学
所在国内率先提出面向世界科学前沿的分子科
学研究计划。多年来，化学所依靠深厚的历史积
淀，以扎实的基础研究，突破了诸多关键技术，
培养了一大批分子科学领军人才，成为我国分
子科学领域的高地。

“弄潮”分子科学

上世纪 90 年代末，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建设
国家创新体系的重大决策，决定由中科院开展“知
识创新工程”试点。根据该项试点工作的部署，
1999 年 3 月，中科院化学所首批进入了中科院知
识创新工程，并启动了“分子科学中心”的建设，希
望办成世界上有影响的、国际一流水平的分子科
学中心，成为国际交流的窗口，同时建设和完善面
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先进高分子材料基地。

该中心由中科院化学所与当时的感光化学
所相关部分整合而成，时任化学所所长朱道本
被聘任为该中心的主任。

中国科学家“弄潮”分子科学的蓝图就此
展开。

朱道本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有了
领导和同事们的支持，才能把分子科学中心建
好。”启动伊始，他带领化学所多名研究人员详
细调研了德国马普研究所、日本分子科学中心
等世界一流的化学研究机构。

1999 年 4 月初，经过详细论证，由 14 名院士
和科研、管理专家组成评委会，在化学所原有研究
单元的基础上，论证首批进入中心的单元。分子动
态学、有机固体、工程塑料、高分子物理、纳米科
技、光化学、胶体和界面等实验室和研究组入选。

“首批进入中心的 196 人，平均年龄是 39.8
岁，‘杰青’获得者有 10 名，‘百人计划’9 名。”朱

道本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这些在世纪之交时种下的分子科学“种

子”，在十多年里不断开花结果。以有机固体实
验室为例，朱道本带领研究小组创造了新的高
效合成方法，筛选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综合
性能优异的电子 / 空穴传输材料；李永舫带领
研究小组构建了高性能有机器件，使单结聚合
物太阳能电池的能量转换效率提高到 10%以
上，始终保持了世界领先的水平；李玉良首次在
铜表面上合成了具有本征带隙 sp 杂化的二维碳
的新同素异形体石墨炔，开辟了人工化学合成
碳同素异形体的先例。

如今，中科院化学所已在分子科学的多个
领域位列世界前沿。

“奠基”分子纳米科技

纵观历史，观测手段的每一次进步都能推
动人类认识世界的步伐。例如，在生物学上，X
光衍射技术为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天文学上，射电望远镜的发明则极大地拓宽
了天文学家观测的视野。

分子科学领域也不例外。上世纪 80 年代，
国际上纳米科学与技术的迅猛发展，以 STM 为
代表的纳米表征技术的发明揭示了纳米尺度的
微观世界，有力地推动了分子科学的发展。

1987 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专攻扫描隧
道显微学技术（STM）的白春礼，携带 STM 的研

制资料和关键元器件回国，在中科院和化学所
领导的支持下创立了 STM 实验室。

当时，STM 仪器尚未实现商业化，自行研
制 STM 仪器成为该实验室成立之初的主要目
标。1988 年，白春礼和同事们在科研经费不足的
情况下，只花了不到半年时间，成功研制出中国
第一台 STM 仪器。

“因为实验用房紧张，研制工作在化学所 4 号
楼的一间地下室里开展。”参与 STM 仪器研发的
实验室人员对这段历史记忆犹新，“1988 年 4 月
12 日，实验室的日历永远记住了这个时间。”

万立骏告诉 《中国科学报》 记者：“有了
STM 这个利器，中科院化学所纳米科学的发展
得到了极大的支撑。”

1989 年初，研究团队还开发了原子力显微镜
（AFM），助力分子科学研究直接观察非导体的表
面原子结构。超高真空扫描隧道显微镜、低温扫描
隧道显微镜、激光检测原子力显微镜、弹道电子发
射显微镜等纳米检测仪器也陆续成功研发。

研究人员正是依靠这些自主研发的仪器，
对有机导体、有机铁磁体、非线性光学材料、高
温超导材料、矿物和生物大分子等一系列物质
开展了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

2001 年，以白春礼、王琛、万立骏为学术带头
人的创新团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支
持，标志着实验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年
后，该实验室正式被批准为中科院重点实验室。

在科研领域方面，该实验室已从 STM 研究

拓展到纳米材料科学、单分子科学、纳米器件、
纳米生物学等广大的纳米学科领域。

从基础到应用：一个都不能少

在中科院化学所分子科学研究走过的历程
中，研究人员基于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开展了丰
富的应用研究和产业化探索，分子科学的创新
链条也得到了充分延展。

纳米绿色印刷是化学所全链条创新的典范。
宋延林带领的团队先后实现了包括绿色制版、绿
色版基和绿色油墨在内的完整纳米绿色印刷产业
链技术。从 2010 年起，该团队与企业合作，推动项
目产业化示范和制版中心建设，已经取得多项国
际领先的技术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有机光导鼓关键技术则始于上世纪 80 年
代。王艳乔等科研人员完成技术研发后，于 2000
年建成我国首条有机光导鼓自动化生产线，结
束了我国有机光导鼓的技术与产业空白局面，
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在聚丙烯催化剂研发方面，肖士镜、谢光华和
胡友良等研究人员成功制备出高活性、高立构规
整性的聚丙烯催化剂，并于 1992 年在辽宁营口实
现了催化剂的产业化，替代了进口催化剂。而在甲
醇 / 一氧化碳羰基合成方面，袁国卿等带领研发
团队研制出系列新型的螯合型催化剂。2004 年
起，该类催化剂陆续被大型企业广泛应用，共生产
醋酸 1100 万吨，创造利润 40 多亿元。

中科院化学所所长张德清指出，多年来，在
分子科学领域，化学所形成了分子合成、分子组
装与功能及与材料、环境、生命、能源等交叉的
全覆盖研究领域。

2013 年，中科院发展规划局组织国际知名科
学家对化学研究所进行了现场专家诊断评估。“国
际评估专家认为化学所是中国最好的化学研究机
构，也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让我们未来的发展
有了更清晰的方向和更大的空间。”张德清表示。

分子科学从这里起源
———记中科院化学所分子科学创新历程

姻本报记者 甘晓 通讯员 李丹

化学所规划图
化学所分子楼

科技合作新疆担当

丝绸之路矿产资源联合勘探与开发

显微镜

乌兹别克斯坦棉花节水灌溉的试验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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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亦胄常
跟他的团队成
员说，“理论必
须和实际相结
合，只有实际
生 产 中 用 上
了，才是有用
的 材 料 和 技
术”。

让航空发动机的心脏激情“燃烧”
姻本报记者沈春蕾通讯员刘言

航空发动机是国防武器装备不可或缺的
先进动力推进系统，被誉为“工业皇冠上的明
珠”。如何避免在涡轮燃烧室后工作的叶片发
生烧蚀和熔化，是保障发动机心脏正常工作
的必要前提。

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有这样一位
致力于让航空发动机心脏激情燃烧的科研工
作者———单晶高温合金叶片制造技术专家周
亦胄研究员。

发动机的老大难问题

周亦胄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大部
分金属材料在制备成形过程中需要从高温熔
体凝固成固体。假如完全按照“天性”凝固，金
属材料凝固后将由许多细小的单元晶体组
成，这些晶体的边界在高温下非常容易断裂。

只要控制金属熔体冷却过程中晶体的生
长方向，让它们都朝一个方向生长，形成如同
一捆整齐排列筷子那样的柱状晶体，金属材
料高温下的强度就会显著增大。

如果继续改变定向凝固约束条件，保证
只有一个柱状晶体生长，就可以获得只有一
个晶体的单晶金属材料，这种单晶材料在高
温下具有更高的强度。

“单晶高温合金叶片就是采用定向凝固
工艺制备出的只有一个晶体的叶片。”周亦胄
说，“单晶叶片的晶体生长工艺十分复杂，尤
其是具有复杂气冷通道结构的单晶叶片制备
难度更大，经常会出现杂晶、偏离预定晶体取
向、显微孔洞、金属熔体与陶瓷模壳高温反应
等问题。”

在航空发动机极端苛刻环境下，存在这
些缺陷的单晶叶片非常脆弱，在极短的时间
内就会发生断裂或者熔化，造成发动机出现
严重的安全事故。因此，在制备单晶叶片过程
中，要严格控制这些缺陷。

此前，由于缺少对单晶凝固缺陷形成机
制的深入认识，长期以来我国主要是靠经验

积累和反复试制来减少这些缺陷，导致单晶
高温合金叶片铸件的合格率非常低。周亦胄
认为，对于一些使用新型合金铸造的复杂结
构单晶叶片，在各种缺陷的交织作用下，我国
甚至不能铸造出符合发动机设计要求的单晶
叶片。

多种单晶叶片从无到有

2009 年，周亦胄从英国伯明翰大学归国，
入选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来到中国科学
院金属研究所开展高温合金研究工作。

刚刚回国时，面对国内与国外航空发动
机的巨大差距，周亦胄感到痛心的同时，更坚
定了他要做点事情的决心。他带领研究团队
系统地开展了单晶高温合金叶片凝固缺陷形
成机制的基础科学研究。

周亦胄查阅大量国内外文献，在海量的
信息中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智慧，设
计出科学合理的实验方案。实验过程中为了
全面、快速地掌握第一手实验结果，他坚持深
入一线进行模具设计、蜡模组合、铸造实验、
样品制备以及观察分析。在完成实验室研究
工作后，他又带领科研团队到发动机叶片制
造厂进行更为全面的生产性验证。

周亦胄常跟他的团队成员说，“理论必须
和实际相结合，只有实际生产中用上了，才是
有用的材料和技术”。他们根据单晶叶片凝固
缺陷的形成机制提出了多项工程上行之有效
的凝固缺陷控制措施，并形成了一套单晶叶
片规模化制造的全流程控制技术，改变了过
去靠经验积累和反复试制的局面。

在周亦胄的带领下，研究团队为中航工
业、航天科工集团等单位研制出了多种单晶
高温合金叶片，解决了多种单晶叶片从无到
有的问题。其中标志性的一项成果就是首次
采 用 我 国 最 新 型 的 第 二 代 单 晶 高 温 合 金
DD405 成功铸造出了中航工业新型航空发动
机中的高压涡轮转子单晶叶片。该叶片在发

动机试车考核中表现优越，标志着我国在复
杂结构单晶叶片制造技术上取得了重要进
展，该项研究成果受到了发动机设计单位的
高度评价。

妙手巧回春 成果落辽沈

周亦胄指出，高温合金叶片铸造时需要
通过浇道与冒口设置来保证叶片中不出现凝
固缺陷。铸造后浇道与冒口内的高温合金不
允许在航空发动机零部件制造中重复使用，
因此高温合金叶片铸造过程中产生出的废料
常高达总用料的 70%以上。

单晶高温合金材料的基体为镍元素，其
中含有铼、钌、钽、钨、钼、钴等稀有贵重金属。
铼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稀缺金属，在世界范
围内储量不足 1 万吨，而我国的保有储量仅
为 200 余吨，价格约为 5 万元 / 千克。这使含
铼单晶高温合金材料的价格非常昂贵，例如
含铼的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价格为 300 万元
/ 吨，含铼的第三代单晶高温合金价格达到约
500 万元 / 吨。如此高昂的材料价格对我国以
及美欧俄等国来说都是巨大的经济压力。

目前我国已开始大量采用第二代单晶高
温合金制造航空航天发动机单晶叶片，在生
产过程中产生出大量含铼高温合金废料。由
于缺少相关分离提取技术，使得合金废料中
铼、钌、钽、钨、钼、钴等高价值元素只能被当
作普通金属材料对待，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
费和经济损失。

为了缓解这种高昂的材料价格给我国航
空发动机单晶叶片制造带来的巨大压力，周
亦胄提出了从高温合金废料中回收再利用稀
贵金属元素的思路，并开始酝酿在金属研究
所组建稀贵金属资源再生循环利用实验室。

由于国外封锁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与技术
方案，我国在从高温合金废料中回收稀贵金
属方面的积累几乎是零。作为开拓者，采用何
种技术路线成为周亦胄组建这个新实验室所
面临的最大难题。

为了少走错路与弯路，他不辞辛苦地到
全国各地找资源循环利用专家进行讨论，分
析各种方法回收处理高温合金废料的可行
性。经过反复论证，他最终确定了采用电化学
溶解法多步分离提取高温合金废料中稀贵金
属元素的技术路线。

随后，周亦胄在金属研究所组织起一支
具有电化学腐蚀与化学分离提取研究背景的
科研队伍，探索了高温合金废料电化学溶解、
沉淀分离、萃取分离、离子交换分离、金属化
合物重结晶提纯、金属化合物气体还原等环
节中的关键科学与技术问题。

经过反复的实验摸索，他与研究团队建立
起了从高温合金废料中分离回收稀贵金属元素
的技术路线，实现了从高温合金废料中分离回
收铼、钌、钽、钨、钼、钴、镍等稀贵金属元素的目
标，同时形成了与之配套的高温合金低成本制
造技术，该技术可使第二、三代单晶高温合金的
制造成本分别降低 20%和 30%。

鉴于周亦胄研究员在单晶高温合金及单
晶叶片方面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他在 2014
年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终期评估中获得优
秀，在 2016 年入选了“国家中青年科技创新
领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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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东北
地理所海伦农业生态
实 验 站 成 立 于 1978
年。经过十几年发展，
它已经是东北黑土区
长期、综合性的农业资
源、环境、生态多学科
的综合研究基地，是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
体系大豆综合试验站、
甜菜综合试验站。

从哈尔滨驱车至
中科院海伦农业生态
站，路边绽放着格桑
花，红的、白的、紫的、
粉的，长长一线，因阳
光而茂盛，开得热烈奔
放。玉米和大豆长了一
茬又一茬，海伦站站长
韩晓增已记不清和他
的同事们在这条路上
往返的次数，而道路两
边黑土地上农民的愿
望依旧朴素简单：黑土
肥沃如昔，粮食年年丰
产。

找到黑土“病”的药方

多年以来，海伦市是闻名全国的商品粮、林、
畜产品生产基地，是全国农业现代化综合科学实
验三个基地之一。

然而，十多年前，韩晓增调来任中科院海伦
农业生态站站长时，发现有约 100 万亩肥沃黑土
变成了中低产田，黑土带正逐渐变成“生态脆弱
带”。震惊之余，韩晓增心痛不已。

黑土是土壤中的宝藏，以拥有黑色的富含有
机质的表层而著称，东北松嫩平原是世界上三大
片黑土之一，其余两大片分布在美国密西西比河
流域和乌克兰大平原。

“黑土是我国乃至世界少有的肥沃土壤，
对它的保护不但对粮食安全和环境保护有重
大意义，而且典型黑土的长期存在，也是对文
化遗产的保护，要留给子孙后代能持续利用。”
韩晓增说。

海伦站的主要研究任务之一就是退化黑土
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开展人类强烈干预下黑土
农业生态系统长期演变规律及影响因子研究；黑
土退化机理与修复研究；研究黑土农业生态系统
管理技术体系，为提高黑土耕地综合生产能力提
供科学依据与优化管理方法。

科学家们针对黑土“生病”的现状，已经找到
了药方。确切地说，他们发现了解决黑土肥力降
低的技术体系。韩晓增从“松嫩—三江平原中低
产田治理和区域农业综合发展技术”研究开始，
在退化黑土生态恢复重建技术与模式研究中获

重大突破，明确了黑土肥力演化过程并构建了黑
土退化的指标体系，提出了肥沃耕层构建技术、
亚耕层土壤快速熟化技术、粮草轮作与奶牛一体
化产业技术模式等技术措施。2012 年，此项成果
成为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奔忙在田间

“我们搞农业一年只能做一个实验，春种夏
收必须自己亲力亲为，但是这些都是真刀真枪
的。”韩晓增说。

诚如其言，野外台站由于观测、研究对象复
杂、变化缓慢且难以人工模拟和调控，短期内也
许不能很快产出，但只要围绕国家需求和科学目
标长期坚持，不断积累数据，经常产出一些看起
来很“小”的成果，最终总能利用长期积累的数据
并通过综合集成，产生大的成果，发挥大的影响。

韩晓增常年奔走在黑龙江省的大地上。每年
作物生长季节大约 100 天以上，每年这个时候，
他都走村串乡，从黑龙江省南部的双城市，到北
部的孙克、爱辉，从三江平原的宝清、富锦到黑龙
江省西部的泰来、富裕、肇东、肇源、安达都有他
的足迹。春播前，韩晓增会在农田测定温度，取出
土壤样品，进行水分测定，然后给当地政府提出
适时播种建议，使农民播种时，能在水分和温度
最适宜时播种，保证种子快出苗，出壮苗。备耕
时，他经常抽查化肥的质量，帮助农民防止将假
冒伪劣肥料用到农田，也给政府部门提供参考意
见。他常常坐在农民家的土炕上，和农民谈技术、
谈生产方案、谈这些技术实施所需要的农机具，
给农民一个完整可行的方案。

黑龙江海伦市农业技术中心技术员王志华
对海伦站充满感激。中科院里的硕士、博士们跟
着她一起下田，非常谦虚向她请教农业种植的问
题。她对土壤问题的认识也逐渐深入，见证了土
地从几乎不产粮向中高产田的转变。“土壤板结、
黑土肥力退化、秸秆处理是困扰老百姓的大问
题，我们最希望秸秆能还田培肥土壤。海伦站的
研究是黑土地的及时雨。这几年我们看到了希
望，希望能够大面积推广造福农民。”王志华说。

科技人员的辛勤耕耘，创造了一个个农业丰
收的奇迹。海伦站在黑土肥沃耕层构建关键技术
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研究成果总体上达到了国
际领先水平。近三年，海伦站的工作使 60 万亩退
化黑土的生态得到恢复重建。近三年其成果在东
北地区的总推广面积达 168 万亩，累积粮豆增产
就达 1.29 亿千克，新增利润 2 亿元。

海伦站科学家们的艰辛劳动，得到了刘兴土
院士的高度评价：“海伦站这么多年不容易，坚持
在黑土肥沃耕层问题上研究十几年，搞清楚问
题，解决了农业生产的实际需求。”

对于海伦站的科研人员来说，他们希望这
片黑土地在自己的努力下再现肥沃，大豆、甜菜
能年年稳产高产。为此，他们愿意扎根这片黑土
地，研究这片黑土地，将知识和汗水融入这片黑
土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杨卫（中）调研奈曼站。

人物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成立 60 周年系列报道
创新求是团结奉献———化学所60年回眸

从上世纪 50 年代到今天，中国高分子科学从无
到有、从弱到强，这与中科院化学所的贡献密不可分。

化学所是国内最早开展高分子科学与材料研究
的科研单位之一。早在建所之初，高分子科学就成为
化学所的主要学科方向之一。六十年来，化学所重视
基础研究，不断拓展研究领域，按照国民经济和国防
科技需求，在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和高分子材料
等重要学科前沿和应用领域开展了系统的创新性研
究，有力地促进了高分子学科的发展。

高分子科学“从无到有”

上世纪 50 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高分子工
业刚刚起步。1956 年，中科院化学所成立，时任上海
有机化学研究所副所长的王葆仁带领多名研究人员
迁入化学所，成立了高分子研究室。这便是如今高分
子物理与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前身。

中科院化学所副所长王笃金告诉《中国科学报》
记者说：“研究人员围绕当时国家最迫切的需要开展
科技创新，完成了我国高分子学科从无到有的过程。”

在高分子物理方面，研究人员建立并推广了测定
高分子最基本的结构参数—分子量和分子量分布的
方法，逐渐延伸到高分子溶液性质、高分子链结构与
表征等方向。高分子化学方面，聚甲基丙烯酸甲酯、聚
己内酰胺、离子交换树脂等成为主要研究方向之一。
此外，常温 / 高温凝胶色谱仪、气相渗透仪、沸点升高

仪、裂解色谱仪等科研仪器，也逐步实现了批量生产
并推广到许多科研机构，对提升我国高分子科学整体
水平发挥了引领作用。

助力国家重大任务

化学所的高分子科学研究从成立起，就重点服务
于国家重大任务。为国家“两弹一星”的研制，化学所
老一辈科学家开展了酚醛树脂、环氧树脂以及推进
剂、黏结剂的研制。上世纪 60 年代，在“任务带学科”
的思想指导下，开展了“复合材料”与“感光材料”两大
领域的研究。

2001 年，为了满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航
天、航空、空间、微电子等发展的需要，高技术材料实
验室在化学所组建。

高性能有机硅材料是航空、航天、电子等高技
术领域必不可少的关键材料之一。化学所先后在国
内率先研究并开发了甲基乙烯基和苯基硅橡胶、耐
油硅橡胶、高强度硅橡胶等重要高性能有机硅材
料。自主研制的系列耐高温硅橡胶、系列空间级硅
橡胶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载人航天”等重
大工程作出了贡献。

据了解，该实验室还在耐高温聚酰亚胺、耐烧蚀
防热酚醛树脂、特种环氧树脂等高分子材料领域取得
了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形成了近百种系列化货
架产品，支撑着我国高新技术领域中许多重要工程型

号的研制与发展。

与世界科学前沿并行

60 年来，高分子科学在中科院化学所生根发芽，
在多个领域已实现与世界科学前沿并行。

最近，高分子科学方向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高
分子化学作为化学所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已在共轭
高分子的设计、合成和光电性能研究，有机聚合物电
子学和光子学等研究方面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高
分子物理研究主要集中在高分子单链结构、动态性质
以及与界面相互作用、各种散射技术在高分子中的应
用等领域。高分子理论与模拟研究则集中在聚合物结
晶动力学、软凝聚态物理理论等方面。

此外，研究人员在聚合物太阳能电池、高分子仿
生材料等方面也取得了诸多新进展。基于坚实的科学
基础，化学所在高分子材料领域开展了丰富的成果转
化工作，为国民经济作出了贡献。例如，在辽宁营口向
阳化工厂实现了聚丙烯催化剂的产业化，同时，科研
人员开发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聚丙烯纤
维制造技术，使我国衣着用化纤新品种丙纶的开发处
于国际前列，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展望未来，化学所的高分子科学将继续坚持高分
子化学、高分子物理和高分子材料等研究领域的创新
性研究，继续为化学科学的发展做出不懈努力，继续
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所作出卓越贡献。

高分子科学走向国际前沿
———记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高分子科学 60 年创新历程

姻本报记者 甘晓 通讯员 李丹

周亦胄

▲PI 薄膜

复合膜生产线

▲1983 年，化学所高物实验室，钱人元先生（右二）和中科院化学所高分子物理实验
室的同事们讨论聚丙烯丙纶纺丝的工作。

银韩晓增（中）指导农户调
试秋季整地机械。 海伦站综合实验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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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夏天，宁波骄阳似火、酷暑袭
人，三十八九摄氏度的高温热得人透不过
气来，却抵不过中科院宁波材料研究所复
合材料智能制造与装备团队奋战赶进度
的激情。

7 月中旬，该团队接到企业汽车轻量
化项目的任务，要求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完
成 100 多件碳纤维汽车零部件的成型、加
工和检测。时间紧、任务重，为保质保量完
成任务，这个研发团队克服人手少的困
境，协调全体团队人员加入工艺制作组；
成员主动放弃周末及高温假的休息，加班
加点、奋战在零部件的加工工序中……

在工程中心的现场，桌上是一卷卷排
布整齐的制件原材料，十几个模具依次排
开，几十名团队成员各就其位，裁布、清理
模具、铺布、密封、配胶、注胶、固化、脱模、
切割、打孔、打磨、检测等十多道工序有条
不紊地进行着。

层高 9 米的工程中心看似清凉，可因
为没有安装空调，室内温度极其令人不
适。高温固化时需要开启烤灯，三十八九
度的室温加上八九十摄氏度的烤灯，热得
人根本不能靠近。可为了保证操作安全，
团队成员还穿着长袖的实验服、戴着防尘
口罩，豆大的汗珠往下落，衣服湿了干、干
了湿，4 瓶 500ml 的纯净水根本不够一个
人一天喝的。成员中有人出现了中暑的症

状也是“轻伤不下火线”，只是在旁边的阴凉处休息下、喝点
水，稍有恢复就立刻投入到工作中；人热得实在受不了了，可
以喝口水歇一下，机器热得受不了就麻烦了。高温中，外协单
位提供的加工模具，几次出现了漏气的故障，严重影响了进
度，团队成员一边联系厂家上门维修一边调整工序、后期赶
工，将设备维修带来的误工影响降到了最低。

团队能这样拧成一股绳，全力向着同一个目标前进，离不
开党员同志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祝颖丹研究员在国外学
习，仍心系项目进度，时时电话、邮件保持联系，指导解决出现
的问题；现场总负责人陈刚高级工程师出差回到宁波，带着行
李就来到了现场，他每天第一个到，检查设备状况，安排当天的
进度，随时根据情况现场调度；高级工程师颜春上幼儿园的女
儿无人照顾，她就把女儿带到办公室，留下一些作业和网络课
程给女儿就赶到了项目现场，到了吃饭的时间又急匆匆地带着
女儿去食堂简单吃些就又回到了现场；工程师涂丽艳不是从事
工艺加工的，调过来后不甚了解工序的她跟着老师傅边学边
做，虚心求教，两三天后即可独立完成小型零部件的制作；还有
入党积极分子张洪生，为避免粉尘飞扬影响其他工序，硬是在
室外头顶艳阳进行样件的切割和打磨……休息时间，大家聚在
一起“苦中作乐”，制作原料切割下来的细小纤维让皮肤又疼又
痒，极易造成过敏，大家涂点药膏说声“习惯了就好”；汗水浸透
了衣服，大家笑称在“免费做桑拿”……

温度高，高不过他们的工作热情；天气热，热不过他们全
力完成任务的干劲与决心。复合材料智能制造与装备团队的
成员用自己的行动战胜了酷热。

由于科研成果突出，碳纤维复合材料已被纳入宁波材料
研究所“一三五”规划的三个重大突破之一，并作为核心参与
单位参与了国家重点计划“新能源”汽车专项“轻量化纯电动
轿车集成开发技术”。研发人员表示，将努力交出一份凝结了
集体汗水的完美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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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7 日，深圳中科讯联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
讯联）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正式挂牌上市。

中科讯联由讯方控股与中国
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
下简称深圳先进院）共同组建而
成，目前已经成为 RF-SIM 卡（可
实现中近距离无线通信的手机智
能卡）的生产厂商之一。

据悉，在深圳先进院参股的企
业里，中科讯联是第一家上市的公
司。中科讯联总经理张明宇近日在
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上市对我们来说不是终点，而
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还将继续扎
扎实实地研发产品和服务客户。”

华为走出的创业者

2010 年，张明宇开始了自己
的创业征程。他回忆道：“华为是
我的老东家，我在华为做过研发
和管理，也曾自己带过研发团队，
但最初的创业没有华为那般豪华
的软硬件配置。”

中科讯联开始只有一支 10
多人的团队，没有独立的经营场
所。张明宇说：“我们团队初期就
在深圳先进院提供的 100 多平方
米的办公楼办公，每天都工作到凌晨 2 点，困了就
在深圳先进院打地铺，终于在 11 个月后形成了 300
万元销售额，并在 2010 年当年产生利润。”

在产品研制领域，中科讯联依托深圳先进院的
研发团队验证了产品方向的可行性，利用移动通讯
技术、RFID 技术、智能卡技术、电子信息技术和计
算机技术，开发了 RFID 射频芯片、RFID 系统、无
线传感器网络等产品。

这里的 RFID 技术，又称无线射频识别，是一种
通信技术，可通过无线电讯号识别特定目标并读写
相关数据，而无需识别系统与特定目标之间建立机
械或光学接触。

张明宇以校园市场举了一个例子，在四川省剑
阁中学，学校对走读生迟到早退、住宿生出入校门
后是否形成有效记录欠缺管控；另外学校食堂存在
用户数量少、现金、餐券、ID 卡共存情况，校外人员
也可在食堂就餐，导致管理混乱。中科讯联通过与
四川剑阁联通合作，向学校提供电子学生证和配套
的 SIM 卡，实现了数字化校园的管理。

2013 年，中科讯联占据了中国联通该市场
70%～80%的份额。张明宇也看到该市场存在的瓶
颈，比如，最初使用国内厂商的芯片、产品质量不是
很好；技术开发人员流失，跳槽到华为这样的大公
司。这也坚定了他开发自己芯片，激励员工的决心。

2013 年以来，中科讯联利用自己研发的芯片开
始做电子学生证产品，从最初的 5 万片到 2015 年
的 27 万片，张明宇表示今年有望达到 50 万片。

上市过程并不顺利

虽然挂牌上市已经过去快两个月了，但对张明
宇来说筹备上市前后花了一年四个月，这个过程并
不顺利。

2015 年 3 月，中科讯联开始启动上市的准备，
但作为一家市场化运作的企业，股东和股权的变动
不可避免，张明宇称，“前半年的准备工作主要在股
权的调整”。

然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张明宇告诉记者：
“深圳先进院在 2010 年以 111 万元无形资产入资
中科讯联，上市评估公司也因这是无形资产不肯出
具评估意见。”最终，在深圳先进院院长樊建平的支
持下，今年 3 月 31 日之前，双方对无形资产进行了
处置，彻底解决了该问题。

张明宇感叹到，在准备上市的过程中还有很多
小波折，庆幸的是都顺利过关，虽然我们的上市时
间有点漫长，但结果还算满意。

一路走来，中科讯联的产品已经得到科技部、
广东省科技局重点关注，被列为重点发展项目，并
获得科技研发资金支持。公司在移动支付方面已经
和电信运营商在校企一卡通、公交一卡通等方面开
展深入合作。

“我从 30 多岁创立中科讯联，最初并没有想到
会上市，为了理顺股权，我们团队一共花费了 760
万增持，未来也希望我的员工能享受到股权的激
励。”采访中，张明宇向记者透露如果公司上市后的
经营还不如上市前，不排除会考虑退市。

风雨同行的合作者

谈到深圳先进院，张明宇表示由衷感谢。虽然
因为准备上市中间产生了一些误会，但在合作中的
互信，不忘初心，非常重要。

张明宇记得，最初深圳先进院免费给他们提供
了办公场地，并在创业过程中给予了积极引导和帮
助，深圳先进院一次次将中科讯联推荐给领导和客
户。“我们一直苦练内功，就是希望能对得起深圳先
进院一路的风雨同舟”。

付出总有回报。中科讯联不仅是深圳先进院参
股企业里第一家上市公司，也是第一家盈利公司、
第一家利润超千万元公司、第一家建立博士后流动
站的公司、第一家连续四年当选深圳先进院优秀企
业的公司……

与此同时，在深圳先进院参股企业里，中科讯
联是收回投资速度最快的，2014 年度仅分红一项达
到 202 万元，深圳先进院已完全收回原始投资。

在自己创业成功的同时，张明宇也给创业者提
出了忠告，创业需要破釜沉舟，拿出决绝和果敢的
勇气，不能单纯追求先进的技术，而要以客户和市
场为导向，把公司经营好，让投入和销售形成良性
循环。

创业者很辛苦，张明宇认为中科讯联上市不是为
了投融资，这只是走出了第一步。中科讯联将继续前
行，以奋斗为本，无论是公司老股东，还是深圳先进
院，中科讯联都争取在未来给予他们合理的回报。

团队

植物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
重点实验室）由中科院微生物所与遗传发育所
共同建设，其前身是 1990 年成立的中国科学院
植物生物技术开放实验室。该实验室在国家多
次综合评估中均保持领先，连续两次被评为优
秀国家重点实验室，成为国内外有影响研究机
构。其中在中科院微生物所的部分被称为农业
微生物与生物技术研究室（以下简称农业室）。
农业室从建室之初，就瞄准重大农业植物病害，
从农作物的改造入手，探索出一条特殊的农业
现代化发展的科学道路。

定位：前沿和需求两手抓

农业室 1957 年由植物病毒学家周家炽开
创，田波院士、莽克强研究员传承衣钵，又在方
荣祥院士的带领下蓬勃发展到今天。8 月 6 日，
中国植物病理学会授予田波、郑儒永和方荣祥
三位院士“中国植物病理学会终身成就奖”，以
表彰他们对中国植物病理学研究事业发展作出
的重大贡献。微生物所的三位先生同时获奖，也
代表着农业室在植物病理学领域悠久的历史和
强劲的研究实力。

小麦白粉病一直被公认为世界性的重大作
物病害，每年导致世界产量损失 10%~30%。由
于小麦基因组复杂，无可用的白粉病抗原，迄今
为止尚无有效的防治方法，严重影响“舌尖上的
安全”。2013 年，重点实验室在主粮作物抗病领
域取得重大突破性研究成果。科学家们发展了
植物基因组编辑技术，首次获得对白粉病具有
广谱抗性的小麦材料，突破了小麦抗白粉病育
种重大技术障碍，帮助实现传统育种无法达到
的对多倍体作物改良效果，提供了对白粉病具
有持久、广谱、高抗特性的优良小麦种质资源。
该成果被农业部副部长李家洋点评为“重大突
破”，《自然》和《麻省理工技术评论》杂志对此设
专文进行了评述。

“正因为实验室在分子病毒领域基础研究
有多年的积累，所以才能在找准需求后，突围技
术障碍，将合适的种质交到育种专家手中进行
培育。”方荣祥这句话也正是农业室的定位所

在：从国家战略需求出发，以主要农作物、经济
作物以及重要模式植物为材料，系统地开展植
物和植物病原微生物的功能基因组学研究，着
重于大规模新基因的克隆鉴定、功能分析和潜
在应用价值的探索，推动植物生物技术的源头
创新和转基因植物产业化。

由此可见，农业室的研究方向既立足于世
界科技前沿，又面向国家农业生产需求，他们的
任务是完成作物抗病先进技术的源头创新。

突破：走出实验室

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之间似乎一直隔着一
层障碍，农业室近年来在理论基础走向应用理
论基础———作物抗重大病害的转化型研究方面
作出了突破屏障的大胆探索。

棉花黄萎病是由大丽轮枝菌感染引起的维
管束病害，被称为“棉花癌症”。由于优质品种抗
病性很差，棉农只能选择抗病稍强的杂交品种，
但这样的棉花纤维整齐度很差，给纺织企业的
后期生产和加工带来非常大的难度，不能生产
高档面料。即便如此，棉农们依然要面对轻则叶
片失绿变黄，蕾铃脱落，严重减产；重则整枝成
片死亡，绝产绝收的境况。偶然的机会，农业室
郭惠珊看到了满目疮痍的棉田，她决定带领团

队，走上对抗棉花黄萎病害的道路。
郭惠珊长期从事 RNA 沉默研究，这是一

个极具前沿性的植物病理学基础研究方向。
“RNA 沉默在植物抵抗病毒的入侵和抗病

毒应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对抗病原
真菌的研究仅局限于概念性的验证，而且抗病
检测都是在实验室规模进行。”郭惠珊把实验平
台带到了新疆。

棉花与病原菌的斗争持续于整个植物生长
期，所以该技术在棉花抗黄萎病的应用中有着
极大的挑战和神秘感。

经过多年的努力，南繁北育，科研人员终于
获得了纯合转基因株系，并通过新疆实地病圃
抗病检测证明了寄主诱导基因沉默技术在棉花
抗黄萎病上应用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其结果将
为培养抗棉花黄萎病，解决生产中棉花缺乏抗
病资源的困境开拓新策略和研究方向。

“棉花的转化周期很长，而且优良性状棉花
的转化更困难，但我们不能因为时间长和困难
就不做。”从新疆回来，郭惠珊脸上多了一股豪
情，肩上也多了份责任。

引领：防患于未然

植物病理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植物病理

学在中国近六十年的发展也是微生物所农业室
的发展历程。

从一个植物病害的调查鉴定，深入到病害本
质的结构与功能的研究；从对病害的宏观描述到
病原微生物的分子机制研究；从对植物病害防治
束手无策到综合防控策略的建立和利用基因工
程技术构建抗病害植物的发展过程。我国科学家
在每一个节点上都找到了最合适的位置。

“我们已经从跟踪学习到了创新研究的中
心位置，今后的发展还需要研究方位上的突
破。”方荣祥语重心长地说。

近 10 年来，实验室在作物—病毒—昆虫相
互作用的分子机制、植物抗病的表观遗传学调
控、植物病原细菌功能基因组学、植物先天免疫
调控过程和作物基因组编辑先进技术等领域取
得了突破性进展。这得益于方荣祥在一些尚未
被人们捕获的科学现象中的敏锐嗅觉和颇有战
略眼光的布局。

“转化型植物免疫、病原微生物—作物跨界
信号交流与人工干扰、病原—作物—昆虫三者
互作关系，这三个研究方向是我们‘十三五’对
作物抗重大病害的转化型研究的新布局。”实验
室副主任钱韦介绍，农业室从最初的四个研究
组增长至十个研究组，其中创新课题组 7 个、青
年课题组 3 个。

治理植物病害最有效的途径就是防患于未
然。在 2012 年引进了两名“百人计划”后，农业
室又引进了三名青年科学家形成新的战斗力，
希冀在新的机遇到来前实现弯道超车，达到“上
工”的境界。

1845 年左右，爱尔兰岛上的马铃薯晚疫病
造成约 100 万人饥荒死亡。1879 年葡萄霜霉病
使法国的酿酒业一度停产。植物和病害的斗争
一直未曾停歇，而植物病害防治基本和人类疾
病的防治一样，是持久不懈的斗争。据统计，我
国植物病虫害损失占粮食总产的 30%以上，如
果能减少 1%的植物病害就能挽回 30 亿美元的
损失，相当于省下一艘航母的造价。

“从‘病口夺产’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
作，但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农业室的植
物“医生”们表示。

上工治未病：瞄准作物抗病源头创新
姻本报记者 王晨绯

随着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深入，我国从
东到西渐次进入由高速粗放式发展到中
高速、中高端的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对环
境保护的需求日益增加。

为保证环境保护中的“源头”供给，中
科院化学所充分发挥多学科交叉优势，大
力发展绿色化学研究方向，为国家环境保
护事业贡献了高科技的力量。

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绿色化
学分会前主席、中科院院士、化学所韩布兴
研究员认为，绿色化学是化学学科发展的
必然趋势，是实现化学工业可持续发展的
必然途径。“这要求人们重新考虑传统的化
学化工问题。”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坚实的学科基础

绿色化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尽管中科
院化学所建所之初并没有专门布局绿色
化学，但六十年来，在研究人员的努力下，
化学所已经形成了完备的支撑绿色化学
发展的学科基础。

1956 年建所之初，化学所便开展了化
学热力学与热化学研究，早期主要从事量
热学和热化学方面的研究。上世纪 80 年代
后，研究范围不断拓宽至生物热化学、电化
学热力学、高温高压相平衡热力学、非平衡
态热力学等方面。

在研究人员们看来，这为如今围绕绿
色溶剂体系开展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科
基础。

而以可见光催化降解有机污染物的
研究则建立在光化学学科基础上。自 20 世
纪 70 年代末起，当时的感光化学所光化学
实验室就在有机光化学、生物光化学、光电
化学等方面开创了国内先河。1999 年，感
光化学研究所的光化学实验室经过整合
调整后，成为化学所的院重点实验室。

2006 年，根据时代发展的新要求，化
学所将能源与绿色化学定位为研究所的
重点发展方向之一。化学所副所长范青华
表示：“如果没有研究所长久以来的学科积
淀，绿色化学便不能发展到今天。”

站在学科的交叉点上

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环境、生物、物
理……绿色化学的发展不仅要依赖化学
学科的不同分支，也深入涉及其他多个相
关学科。在化学所，绿色化学领域许多令人
振奋的研究成果出自学科交叉点上。

例如，在绿色化学与有机化学交叉领

域，罗三中课题组受自然界生物催化的启
发，开发了被誉为“罗 - 程催化剂”的仿生
伯胺催化剂体系。

韩布兴课题组则在绿色溶剂研究上，
实现了多种清洁高效化学反应，发展了一
系列利用绿色溶剂体系的特种合成材料
的新方法。在此基础上，2009 年，研究人员
发现了路易斯酸和钯可协同催化苯酚加
氢生成环己酮反应，解决了传统反应路线
效率低、选择性差这一挑战性难题。

此外，葛茂发课题组设计制备了一系
列治理环境污染的绿色材料。例如，针对大
气挥发性有机物（VOCs）催化降解，实现了
室温条件下甲醛的快速消除。

正是与相关学科的互相渗透和交
叉，让化学所绿色化学学科不断开创新
的局面。

把科研成果“写”在祖国大地上

有了学科发展为基础，化学所绿色化
学研究者一直致力于让科研成果在环境保
护中发挥真正的作用。

光催化水净化项目便是一项既有科技
含量，又有实用价值的示范工程。基于对有
毒难降解有机污染物光催化降解、光催化
反应的扎实研究，赵进才院士团队研制了
光催化水净化反应的小试设备。据赵进才
介绍，随后，研究人员主动与企业合作建立
了光催化水净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直接
连接了企业实际废水管道，设计处理量达
到 100 吨 / 日。“目前，已经完成设备的加
工及山东、内蒙古等地示范工程的建设。”
研究人员对该项目的进展感到颇为欣喜。

纤维素加工新技术则是另一项典范。
张军研究员团队针对纤维素加工利用中存
在工艺复杂、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设计合
成了一系列溶解纤维素的绿色溶剂。研究
人员还开发了一系列纤维素加工和功能化
的高效、清洁生产新工艺和新技术，并在国
内纤维素行业龙头企业获得实施。

“目前，我们与国内最大的纤维素膜生
产企业合作的‘纤维素膜清洁生产新工艺’
已经通过技术鉴定，完成了工业化试验，进
入产业化实施阶段。”张军表示。

研究人员相信，绿色化学的深入研究
不仅能促进化学学科以新的思路向前发
展，在解决经济、资源、环境三者矛盾的过
程中，也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绿色化学：为环境保护源头供给
姻本报记者甘晓通讯员李丹

钯 - 路易斯酸双功能催化剂协同催化苯酚选择性加氢制备环己酮

仿生伯胺
催化剂示意图

纤维素
膜清洁生产
新工艺生产
的纤维素膜。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成立 60 周年系列报道
创新求是团结奉献———化学所60年回眸

▲2016 年方荣祥院士获中国植物
病理学会终身成就奖。

郭惠珊在新疆棉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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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我国移动污染源排放监管将更加快速、准确、
全面。”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安徽光学精密机
械研究所（以下简称安徽光机所）研究员桂华侨在接受

《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的话语掷地有声。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牵头，联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暨南大学、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等
11 家产学研单位申报的“移动污染源排放快速在线监测
技术研发及应用示范”项目获得 2016 年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大气污染成因与控制技术研究”2500 万元经费支持。

桂华侨将领导一支由 20 多位科研人员组成的研发
团队参与该项目的研究工作，团队成员、副研究员王焕钦
表示，让自己和后代吸上一口新鲜的空气，是每一团队成
员的共同愿望。

监管不容忽视

2014 年，我国北京、上海等重点城市相继发布 PM2.5
源解析结果。桂华侨指出，在北京和深圳本地排放源中，
机动车是污染空气质量的首要污染源，分别占 31.1%和
41%。同时，非道路移动机械生产类型多、应用范围广、保
有量大、排放浓度高，其所排放的污染物权重日益加大，
减排地位日益凸显。

机动车排放的尾气会严重影响人类健康，其中的一
氧化碳与血液中的血红蛋白结合的速度比氧气快 250
倍。所以，即使有微量一氧化碳的吸入，也可能给人造成
可怕的缺氧性伤害，轻者眩晕、头疼，重者脑细胞受到永
久性损伤。

此外，机动车尾气中的超细颗粒物则可能直接进入人
体肺部甚至血液，引发呼吸道疾病，降低人体免疫功能。机
动车尾气中的氮氧化物等则可能在光化学作用下，形成二
次颗粒物，降低大气能见度，影响区域大气环境。

为此，国务院、环保部等相关机构于近年先后发布了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
测量方法（中国第五阶段）》等政策标准，均特别强调强化
移动污染源防治。

王焕钦告诉记者：“加强对我国日益增长的机动车、
船舶、飞机等移动污染源的监管，对我国大气污染区域联
防联控意义重大。”

存在技术空白

多年的研究让桂华侨也发现，一方面是越来越严峻
的环境形势，但另一方面则是我国在移动污染源快速监
测方面仍然处于技术空白期。

这些年来，虽然我国环境监测技术研发水平得到了
长足的发展，但是在移动污染源排放（超细颗粒物和挥发
性有机物等）监测与机动车超标排放快速识别技术方面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支撑移动污染源排放

快速、高精度监测的先进分析仪器设备还依赖进口，限制
了我国大气移动源监管技术水平。

桂华侨表示，加快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移动污
染源快速检测设备，建立机动车超标排放综合信息分析
与管理平台，并编制相应的技术和企业标准，能为我国机
动车超标排放监管提供重要技术支撑，将对我国加强移
动污染源治理工作会带来深远影响。

在“移动污染源排放快速在线监测技术研发及应用
示范”项目中，桂华侨带领团队主要从事移动污染源排放
的纳米级超细颗粒物数浓度和粒径谱的快速在线监测关
键技术和系统研发。

他指出，在系统研发过程中，团队对粒径低至 23 纳
米超细颗粒物的高灵敏度快速检测是关键。然而当被测
颗粒物的粒径低于 100 纳米时，常规的光学检测方法已
经不能满足检测需求，而电迁移等检测方法存在荷电效
率低、静电损耗高、分级难度大等问题，

“我们需要突破声喷口混合荷电、小型平板电迁移差
分快速分级以及高灵敏微电流检测技术，并进行系统集
成和示范应用，最终实现移动污染源排放的纳米级超细
颗粒物的高灵敏快速测量。”

团队协作攻坚

在承担项目的 11 家产学研团队中，中国科学院合肥
物质科学研究院是中国科学院在安徽设立的一个综合性
科研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在空气质量和污染源环境光
学监测、大气细颗粒物在线监测、大气环境综合立体监测
等方面具有较好的研究基础，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
项、省部级一等奖 4 项等奖励。[G1]刘文清院士领导的研
究团队研发的城市空气质量及污染源自动监测系统、大
气细颗粒物在线监测系统等设备全部实现了产业化，批
量应用于我国城市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网、中国气象局气
象观测网、高速公路气象条件监测网。

其中，研究团队承担的“大气细颗粒物在线监测关键技
术及产业化”项目获得了 2015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团队成员余同柱博士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未来
几年，我们会继续依靠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攻破研发过
程中的技术瓶颈，打破国外的技术垄断，提高移动污染源
在线监测仪器自主研发水平。

对王焕钦而言，能够参与项目的研究除了荣幸外，更
多的感受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在我看来它不仅仅是一个
科研项目，并且已经和我自己、孩子和家人的生活息息相
关，因此我也将倾尽全力做好相关的研究工作。”

据悉，在“十三五”期间，项目团队将建立 2 到 3 个移
动污染源排放在线监测技术设备产业化基地，预计实现
销售额 6000 万元以上。另外，该项目还将为 2022 北京冬
奥会会场等典型区域，提供移动源排放在线监测技术的
示范应用。

它不仅仅是一个科研项目，并且已经和我自己、孩子和家人的生
活息息相关，因此我也将倾尽全力做好相关的研究工作。

活体电分
析示意图

转化 创业

一
名
资
深
科
技
创
客
的
感
悟

姻
本
报
记
者
王
晨
绯

出身于陕西杨凌农民家庭的石元，在一系列
阴差阳错的际遇下，进入中国科学院西安光机所
读研。然后在欧洲攻读博士、丹麦工作、加入美国
光通信巨头 JDSU。2001 年，他辞职加入创业团队
拿到 1800 万美元投资，2003 年开始独立创业，
2005 年第一次回国创业。在年过半百时，放下美国
优厚的生活，石元再次回家乡创业。

创业因事因地制宜

作为一名资深科技创客，像许多科技创客一
样，热爱技术创新和产品的开发是石元的理想，同
时也希望在经济上取得更多的自由。石元和他的伙
伴希望以独特的激光技术来建立一个好的包括波
长可调激光器的光子器件生产制备公司，为目标客
户—光纤通讯和光纤传感子系统和系统开发商，来
提供优良的光子器件和模组件的解决方案。澳威激
光器件有限公司在此理想下诞生。

“建立一个好的光子器件公司，与我们的同事
和客户努力创造共赢。”这是石元他们的初衷。

要将技术推向市场产品，需要在好的时机选择
合适的地方孵化。中科创星的创始人之一米磊博士
提出了“硬科技”的概念，“硬科技”的概念目前也变
得炙手可热，符合中科创星的优势也符合被投企业
的定位。

随着光纤通讯在相干传输和数据中心这几个
方面的快速发展为激光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
发展机遇和挑战，澳威激光公司在特种激光技术方
面有着很好的设计，特别是在适应现在快速发展的
数据中心和相干通讯技术方面有着很好的技术积
累，所以当时科学家们希望尽快抓住机遇，快速建
立和发展公司。

“中科院西安光机所的创新和支持企业发展的
模式，也给了我们公司创始阶段非常好的支持和帮
助，特别是陕西光电子技术先导研究院的建立和激
光器芯片的公共技术平台的建立给我们公司非常
好的支持。”石元回国前其实考虑过三个地方，后来
和西安光机所所长赵卫深谈过一番后，他认为光机
所的资源非常符合公司的需求，陕西又是故乡。“每
个创业项目的初期都像婴儿一样较弱，很需要呵
护，但又不能过度管控。中科创星在项目孵化方面
做得非常好。”

如何处理科学家惯性思维

科学家持有的技术都是通过辛勤科研劳动获
得，视若珍宝，但并非所有的技术都适合转化。石元
认为，判断一个科技成果或者项目是不是适合产业
化的最重要的依据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判断这个技
术所产生的产品或者服务是不是给所面对的客户

提供更好的解决方案，这是需要
非常诚实面对的问题，需要每一
个参数和应用方面来比较，没有
模糊的空间；其次是技术产品或
者服务是不是有足够大的市场来
支持公司的成长。

石元提醒初创者，太大的市
场意味着竞争对手很多，特别是
一些大公司会投入很多资源开发
新产品来争取，这也是非常危险
的市场状况，除非有非常明显和
独特的技术优势，陷入这样的竞
争作为初创公司是需要避免的；
市场太小也很难发展。

“跟客户的私人关系好不能
作为理性的长期竞争优势考量，
因为客户的人员可能会变化，而
技术和性能指标上的优势更为客
观和持续。最好是在一个不大但
成长的市场上有一定的垄断或者
非常明显的竞争优势。”石元说。

科学家创业是事业的升华，
但科学家创业也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喜欢一把抓的强人风格，
比较不容易形成规模生产。我自
己是工程师出身，做过有些好的
产品和一家好的公司，也时刻提
醒自己必须把技术交给合适的
工程管理团队来做成好的产品，
形成规模生产，创造好的营收，
这才是衡量我们技术成功的唯一
标准。”石元觉得团队是非常重要
的因素。

从“狼文化”向“羊文化”转变

石元是一名基督徒。“基督教有一个很有影响
力的牧师，在传教时格外强调‘羊文化’，而国内很推
崇“狼文化”，“我们今天作为下游供应商来看整个
商业环境，其实对‘狼文化’有些不同的看法。”

石元根据个人经历解析了两种文化的差异。首
先国内在激励这件事上，往往在物质方面强调多一
些，而对精神方面强调少一些。相反，美国很强调个
人的精神价值。其次，国内对于欧美国家的商业氛
围的宣传总是体现其竞争的残酷激烈，“而就我个
人的经历来说，其实是非常友善和睦的。”石元说。

他认为，作为一名企业家要时时琢磨如何通过
更好的、更多附加值的、更有爱心的、更良善的方式，
以更卓越的质量、技术产品和总体服务来赢得客
户、扩大市场。

“为什么选择山东省举办第二届中科创赛
的预赛？因为山东有中科创新园的科技成果转
化平台，有利于参与创赛项目的实际落地。”9
月 9 日，首届“中科创新园”杯创新创业大赛暨
2016 第二届“中科创赛”（山东赛区）预赛在山
东省即墨市举办，中国科学院北京分院副院长
李静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
科创新园在山东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科技成
果转化模式，称为 3.0 模式。

主办方中国科学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
心（以下简称“北京中心”）的副主任任凤银告
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本届中科创赛的特点是
让参赛项目与落地结合。中科创新园作为本次

“中科创赛”山东赛区预赛的承办方，为山东赛
区的所有参赛项目提供了优先免租入驻中科

（青岛）创新园、中科（潍坊）创新园、青岛保税
港区产业智库、中科（德州）创新创业示范基地
的优惠福利条件，并对取得山东赛区预赛的获
奖项目及意愿落地的项目给予现金补贴，同时
还为晋级“中科创赛”北京赛区决赛的项目提
供针对性培训与全方位指导，全程护航。

“这是我们中科创赛与其他创赛最大的不
同之处。”任凤银说。

助力高科技成果探寻商业模式

“参加中科创赛最大的收获是，给我打开
了一扇窗户。原来，我总是从科研的角度看待
纳米氧化铜，而现在，我开始从产业和市场的
角度考虑问题。”中科院宁波材料所春蕾副研
究员酒同钢在赛后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
说，自己是偶然在师兄的推荐下来参加比赛
的。

他用低温溶液法技术制备的纳米氧化铜
达到了 2 纳米级，工艺简单，不产生废渣废料，
高效而绿色。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同类技术可
以制备出相同等级的纳米氧化铜。在参加中科
创赛前，酒同钢只是隐隐约约的觉得他的纳米
氧化铜制备技术应该产业化，但是，究竟怎么
产业化，作为一个科研人员，他还真的不清楚。

“我们科研人员有技术，但是没有能力把它变
成产品。”酒同钢告诉记者。比赛给了他一个机

会，让他把纳米氧化铜的产业化过程看得更加
明白了。有评委指出，现在世界上没有类似的产
品，为什么你不能尝试把它产业化？这给了酒同
钢很大的启发，并更加坚定了把纳米氧化铜产
业化的信心。他在大赛组委会的帮助下，开始积
极接触投资基金、化工企业等，为纳米氧化铜的
产业化谋划方案。

最终，“纳米氧化铜的绿色制备技术”获得
了项目初创组的第一名。

任凤银介绍，参加中科创赛的中科院研究
院所的项目，大部分缺少商业模式和市场，而北
京中心通过创赛以及后续的科技成果转化服
务，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商业模式和市场。

为企业提供持续创新支持

“还有一类参赛项目，来自地方企业，他们
不缺商业模式、市场和激情，但是缺乏持续的研
发能力，而后者则是中科院的科研机构能够给
予支持的。”任凤银说。

潍坊孕宝网络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从
事母婴产品研发及销售、软件开发及技术服务
的企业。该公司参加了本届创赛的企业成长组
比赛。实际上，在中科创新园成立之初的 2015
年 7 月，该公司就得到了中科创新园的关注和
支持。

任凤银告诉记者，中科创新园在了解到该
公司创始人中科院化学所博士林文添的技术难
题后，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先后为其找到了中科
院山西煤化技术研究所、沈阳金属技术研究所、
中科院计算所等，并充分结合各个院所的高端
技术，从而进一步提升了用户使用的便捷性。

中科创新园不仅为该公司提供了资源融合
与对接，还提供了免费的物理办公空间及环境，
为其创业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与服务。

而获得企业成长组第一名的项目是“中国
现代马业发展之商机”。承担该项目的企业是青
岛德瑞骏发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该公司董事长邹敬清告诉《中国科学报》记
者，中国的传统马业已经在向现代马业转变，从
情怀时代向产业时代转变，从农用、军用向现代
体育竞技、休闲娱乐等方向转变。在这种情况下

急需科技创新支持和政府相关政策支撑。

研成果转化 3.0 模式

任凤银告诉记者，在新的背景下，北京中心
深化机制改革，逐步探索出了科技成果转化的
3.0 模式。

科技成果转化的 3.0 版本是指科技成果转
化分工更加明晰和专业，科技成果转化三要素

（技术、资本和市场）在 3.0 时代深度融合，并且
各自在科技成果转化的各个阶段都发挥着最专
业的作用，科学家只需要针对需求做好产品研
发，企业家只需关注好产品制造和市场营销，风
险投资的使命是将最好的技术与最适合的企业
进行嫁接，推动企业发展，从而实现丰厚的退出
回报。这三个要素在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真
正实现了优势互补，共同推动了科技成果转化
进程并实现了最优的组合。

中国科学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青岛创
新中心主任柳海永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
介绍，在中科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的支持
下，中科创新园分别与青岛、潍坊、德州等地政
府共建了集创新创业、成果转化、风险投资、孵
化加速、科技服务等于一体的科技创新机
构———中科（青岛）创新园、中科（潍坊）创新园、
中科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青岛保税港区产
业智库、中科（德州）创新创业示范基地，依托中
科院强大的科技、人才等优势，为当地政府和企
业提供技术转移转化服务的同时，为当地企业
家、创业者们提供开放式、一站式的创新性创业
孵化服务。

现在，在创新模式的带动下，最早成立的中
科（潍坊）创新园建设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柳
海永说，中科创新园作为科技成果转化 3.0 模式
的践行者，将继续秉承“创新技术转移模式，服务
区域经济发展”的理念，不断推动科技成果转移
转化，助力区域产业升级；不断探索机制体制创
新，为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的氛围；不断完善技术
转移服务平台，通过 O2O 模式有效地整合各类
科技资源，形成互联网 + 科技成果转化的综合
性信息服务平台，为技术供需双方提供全方位
的科技服务。

成果转化的中科创赛模式
姻本报记者 李晨

上世纪五十年代起，DNA 双螺旋结
构的发现让生命科学走进了分子时代。
作为我国分子科学研究的先锋，中科院
化学所较早时期即瞄准了生命化学的前
沿，敢为人先地开展了与生命科学相关
的化学分析工作，为生命过程化学本质
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以分析化学为基础

中科院化学所生命科学分析研究始
于分析化学的牢固基础。六十年来，化学
所分析化学学科发展历经多次变迁，最
终确定以生命科学为研究对象，开始深
入系统的研究和探索。

据化学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形式
上，分析化学的发展双轨并进，一是依托
于分析专业研究队伍的集中发展，二是
寓于其他学科的分散发展。

建所初期，以分析化学为中心的研
究单元立足无机化学，属无机分析方向。
而有机分析最早隶属于有机合成，直到
1960 年前后并入分析单元，两个方向合
称为“分析化学研究室”，由梁树权先生
领衔。上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分析
化学研究室逐渐发展完备。当时，科研人
员们紧密结合国家需求，把握学科发展
趋势，开展了多项前瞻性创新研究。

1985 年，随着化学所撤销研究室建
制，分析室分散为组，两年后复建，并于
1989 年更名为“生命科学中的分析化学
研究室”。

在业内科学家们看来，该研究室较
早部署了分析化学和生命科学的交叉研
究，为我国生命分析化学的诞生和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细管电泳的先驱

对从事分析化学的研究人员而言，
生命分析化学的难点在于，从相对简单
的无机分析体系转至复杂生命体系样品
的研究。首当其冲的便是分离问题。

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该研究室
研究员竺安便开始思考生物大分子的分
离问题。“生物大分子相对慢的扩散速
度，会限制它们在色谱过程中的分离效
率，但在电泳过程中却正好相反，分子越
大、扩散系数越小，电泳分离的效率反而
越高。”当时，竺安敏锐地意识到了毛细
管电泳将在生命分析化学上大有可为。

于是，当毛细管电泳尚未引起国际

权威分析化学专家注意的时候，化学所
在竺安的带领下，开始了毛细管电泳的
探索，成为毛细管电泳研究的先驱。

如今，毛细管电泳已经发展为生物
大分子分离分析的利器，人类的科技到
20 世纪末才能测定分子庞大、结构复杂
的人类和动物基因的 DNA 序列，靠的正
是这一技术。毛细管电泳研究也在化学
所获得了迅速而全面的发展，成为我国
此领域研究的中心之一。

瞄准生命科学前沿

2009 年，“中科院活体分析化学重点
实验室”正式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的“创新群体”也在这里诞生。科研人员
敢为人先，将生命分析化学推向更高层
次，并极大推动了该领域研究的快速发
展。

近十多年来，毛兰群课题组创新性
地发展了系列活体分析化学原理和方
法，实现了模型动物的活体原位和活体
在线分析，进而展开了诸如脑缺血和耳
聋等神经生理和病理的分子机制研究和
探索。

陈义课题组在毛细管电泳、色谱及

其与质谱联用等活体分离分析方法上进
行了不懈探索，建立了针对活植物、活昆
虫直接取样的超痕量分析方法。生物分
子真实生理环境中相互作用的研究方法
和技术平台也随之发展起来，包括免标
记、可仿生的高通量表面等离子体共振
成像方法等。基于此方法，他们自主研制
了商品样机和软件工作站，能用于约 2
千个识别反应的同时监测。

同时，马会民、方晓红、王树、高明远
等课题组也系统地开展了分析化学与生
命科学的交叉创新研究，例如，他们创制
了结合 STED 超分辨成像、扫描探针成
像和质谱成像等三大成像技术的高分辨
化学成像系统。部分成果可用于重大疾
病标志物的快速分析和药物等研究。

此外，细胞质谱测定技术、亲和色谱
技术、脂质组学研究、氢氘交换质谱等新
的生命科学分析创新成果也不断涌现。

活体分析化学是个全新的、富有挑
战性的研究领域，该领域研究虽然备受
关注，但是系统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急需
创新的思维和方法。未来，化学所活体分
析化学研究将依据化学与生命交叉研究
的指导思想，不断开展活体分析化学新
原理和新方法的前沿探索。

为生命科学奠定化学基础
姻本报记者甘晓通讯员李丹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成立 60 周年系列报道
创新求是团结奉献———化学所60年回眸

为了新鲜空气而努力
姻本报记者沈春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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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建林（左
二）、徐美健（右二）
参观新研发的医疗
器械

苏州市副市
长徐美健大会致辞

精彩的海外
项目路演

观众体验双
光子荧光显微镜

观众体验高
能光学疼痛治疗仪

“今天除了领略到苏州小桥流水人家的一
面，也见证了它高新技术产业如此活跃的一
面。”科技部原副部长曹健林在苏州科技城里发
出如此感慨。

9 月 22 日，“2016 中国先进医疗器械技术
转移大会”在苏州举行。本次会议由江苏省产业
技术研究院、国家技术转移苏南中心、中国科学
院先进医疗器械产业孵化联盟联合主办。

目前，我国医疗器械科技发展水平与发达
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医疗器械产品缺
乏自主知识产权创新研发能力，高端市场几乎
被国外产品垄断。

“人人都知道最后一公里之难，但事在人
为，有志者事竟成。”曹健林意有所指中科院苏
州医工所。苏州医工所 2012 年成立，是中科院
在医疗器械研发领域的布局。这个所从成立之
初就明白：有多大的承担，才会有多大的天地。
在摸爬滚打中，苏州医工所探索出“科技创新和

成果转化机制创新的“双轮驱动”发展模式。
所谓“双轮”，即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苏州

医工所创新地提出了以提供高端工程化技术服
务为核心，知识产权为纽带，资本为辅助的新型
成果转化模式，建立了设备齐全的工程化平台
和专门的工程化技术队伍，工程化平台采取企
业化运行模式。有机融合了政府、企业、医院、项
目、投资、工程技术六大要素，将工程化设计、生
产工艺、临床试验等医疗仪器产业化所需的步
骤一一解决，搭建起了从原理样机、产品样机到
成熟产品的快速通道。

2015 年，苏州医工所牵头成立了中科院先
进医疗器械产业孵化联盟，联合院内与医疗器
械研发和工程技术相关研究所 20 余家，发挥各
方优势开展高端医疗器械联合攻关。同年苏州
医工所以全资国科医疗公司为主体成为江苏省
产业技术研究院的专业研究所之一。一年来，该
专业所在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各专业所绩效

评比中名列前茅。
“成立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的目的就是

为江苏省的产业升级和引领未来产业的发展
提供技术，做技术的制造者和提供者。本次大
会就是希望能集聚全球医疗器械行业内先进
的原创性成果，促进研究院和全球的合作，为
医疗器械企业搭建了解创新技术的平台。”承
办方之一的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
刘庆说。

“我们着重强调‘工程化’，‘工程化’阶段是
实验室原理样机通往可批量生产产品不可或缺
的桥梁，是保证产品的可靠性、工艺性、生产性、
经济性以及法规性等重要指标的必经阶段。”苏
州医工所所长唐玉国对“科技成果转化”有着深
刻认识。

截至目前，在苏州医工所工程化平台上运
行了 10 多个重大项目，已经孵化了 20 多家高
新技术企业。

创新链碰撞产业链 建成果转化快通道

进展

本报讯 9 月 19—20 日，来自 4 个国家的项
目核心团队聚集昆明，总结“生态健康亚洲东南
亚区域协作网络”项目第一阶段工作进展，交流
和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伴随着农业“绿色革
命”带来的一系列农业新技术的应用，以集约化
为主体的农业现代化成为一种发展方向，也决定
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农业集约化极
大地提高了单位面积的产量，减少了全球饥饿，
保障了粮食安全，改善了人群的营养状况。

但是，农业集约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也对自然
环境、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产生了负面影响。农
药、化肥和抗生素的大量使用不仅直接影响生产
者的健康，也通过污染水源、空气、土壤和在农产
品中的残留，间接影响人体健康，而养殖业产生
的畜禽粪便对环境的污染、大剂量的抗生素所产
生的细菌耐药、人畜共患病的传播等也对人类健
康产生了巨大的威胁。

在加拿大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资助下，中
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昆明医科大学和泰国马

海多大学、印度尼西亚大学、越南河内公共卫
生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在 2011—2016 年期
间共同建立了“生态健康亚洲东南亚区域协作
网络”。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许建初
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该项目采用生态健康的
途径在湄公河流域、中国云南省、泰国、越南和印
度尼西亚研究农业集约化生产对人类健康、环境
和生态系统的影响，积极寻找应对和解决农业集
约化生产带来的健康和环境问题的策略，探索农
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许建初介绍，生态健康途径是一个崭新的方
法，它超越了“就病治病”的传统医学方式，通过
把人类的健康与环境和生态系统联系起来，跨学
科地探讨它们两者的关系，并通过生态环境的改
善来促进人类健康水平的提高。

许建初带领的团队初步建立了大湄公河次
区域农业集约化生态健康的监测指标体系，该系
列研究成果分别发表在多个国际知名学术期刊
上。 （沈春蕾）

用生态健康途径
探索农业集约化问题

苏州谋医械未来 医工铺路助圆梦
姻本报记者 王晨绯

本报讯 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李寅研究组针
对光反应产生的 ATP 不能满足暗反应固碳能量
需求这一问题，根据光反应中 ATP 是与 NADPH
偶联产生的基本原理，从细胞全局出发，把光合作
用的光反应和暗反应作为有机整体，以连接光合作
用光反应和暗反应的 NADPH 为切入点，提出了
一个导入 NADPH 消耗模块，从而打破细胞固有
的 NADPH 平衡，通过光反应与暗反应的有效耦
联，来增强光反应的内在驱动力，进而提高光合
作用效率的新策略。该工作已于近日在线发表在
Metabolic Engineering 杂志上。

李寅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该研究的意义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过各种指标评测，
经过改造的蓝藻，其光合作用效率可以提高 40%
到 50%，表现在生长速度和生物量显著提高。李
寅举例，假设农作物的光合作用能提高 50%，意
味着每亩地就能增收 50%的粮食。如果农作物的
生长速度还能加快，意味着一年也许可以种两
季、三季，土地的利用率就能进一步提高。“事实
上，40%到 50%的提高幅度，对光合作用这样一个

非常复杂的体系，是相当高的。”
二是经过改造的蓝藻，其光饱和点从 600 光

照 强 度 单 位 （以 光 量 子 通 量 密 度 表 征 ，
mol/m2/s），提高到了 1200 光照强度单位。这意
味着改造后的蓝藻，能够耐受更强的光，或者说
能够适应更宽的光照强度变化范围。

“这对自然界中的植物特别有意义，因为我
们知道，在自然界中，光照强度的变化幅度是很
大的。如果能够改造获得耐受高光照强度的植
物，在太阳光强烈时，这些耐受高光照强度的植
物，正好可以更有效地把光能转变为化学能固定
下来，实现增产。”李寅说，他认为能够耐受高光
照强度的植物，也具有更好适应自然界中光照强
度变化的能力。

同时，李寅研究组的结果也表明，蓝藻的光
合作用效率可能还有更大的提高空间。“目前我
们还不完全清楚改造后蓝藻耐受更高光照强度
的分子机制。如果弄清这种机制，我们或许会发
现与光合作用相关的新靶点，有可能导致新的改
造思路或策略的诞生。” （马卓敏）

微生物所在提高光合作用效率上取
得新进展

昆明植物所 隗

微生物所 隗

苏州医工所 隗

聚烯烃，是一类性能优异、产量大、应用
广的高分子材料。六十年来，中科院化学所面
向工程塑料领域科学前沿，面向不同时期国
家重大需求以及国民经济主战场，在聚烯烃
材料研发上实现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发，
再到产业化的“全链条”创新，创造了显著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源起于国家急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值国家经济建设
的重要时期，化学所聚烯烃研发助力石化、纺
织等重要工业领域不断向前发展。

当时，我国聚丙烯生产使用的催化剂全
部依靠进口、价格昂贵，石化行业面临巨大挑
战。为此，化学所组织队伍先后研制成功络合
-I 型、CS-1、CS-2 等催化剂。九十年代，化
学所以技术入股辽宁营口向阳化工厂，将高
效催化剂从几十毫克扩大到吨级、十吨级到
百吨级。目前，这一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 50%
以上，部分出口，年销售收入近 5 亿元。

针对聚丙烯纤维纺制困难、易老化和难染
色等问题，科研人员于 1978 年发明了聚丙烯
降温母粒，并在科化公司迅速开发出国家急需
的新产品。1983 年，针对跨国公司的技术封锁，
化学所组织攻关团队，与辽阳化纤总公司化工
三厂合作，开发出当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70218 和 70226 两个牌号的聚丙烯纤维级树
脂，1989 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多年来，急国家之所急，已成为化学所聚
烯烃研发团队的不懈追求。

瞄准工程塑料制备关键技术

化学所聚烯烃加工研究始于国家对工程
塑料产品的急需。1986 年至 1987 年间，结合
国民经济发展和学科自身发展的双重需要，
化学所几个研究小组开始从事汽车和家电用
热塑性塑料（聚烯烃等）的研发。中科院化学
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王笃金表示，多名前辈在
汽车用保险杆和风扇叶片、洗衣机内桶等产

品研制上取得了进展。“这些工作为化学所聚
烯烃系列产品产业化奠定了基础。”

上述研究组分别组建了工程塑料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和工程塑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两
个部门通力合作，形成了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基
础研究、产品研制与市场开发的完整链条。正是
基于这样的优良传统，化学所聚烯烃材料研发
才能成为“全链条”创新的典范。

1992年，化学所青年科学家杨桂生带领
团队到上海创业，发展了具有行业影响力的
企业—上海杰事杰（集团）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2015 年，由上海杰事杰集团控股的合肥
杰事杰公司登陆新三板。

1998 年，海尔集团投资 800 万元入股化
学所普利中心，成立海尔科化工程塑料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王笃金介绍，目
前该公司已具有年产各类改性工程塑料和功
能母料 10000 吨的生产能力，已成为国内高
水平的高分子材料产业化基地之一。

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开发高性能产品

近年来，化学所着力面向国民经济主战
场，开发了多项高性能聚丙烯产品。

化学所与中石化燕山石化紧密合作，自
2010 年 10 月开始，研发的“氢调法高流动聚
丙烯”在燕山石化形成稳定生产，成为燕山石
化的主打产品之一，迄今实现销售额约 60 亿
元。化学所自主创新的“聚丙烯釜内合金技
术”被中石油采用，已完成中试技术开发，为
工业化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与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
合作中，化学所开展了神华宁煤生产的均聚
聚丙烯、抗冲共聚聚丙烯等产品及其市场对
比牌号树脂的微观结构、力学性能等的对比
研究，为提高产品质量提供了理论指导。

与燕山石化、宁波大成等企业合作中，研
究人员以“863”项目为基础，开发了纤维级超
高分子量聚乙烯树脂及纺丝技术和复合材料
制备技术，推动了企业技术进步。

2011 年 12 月至今，化学所根据中国人
民银行的战略需求，在高性能有价证券基础
原材料方面，研制出一种高刚韧聚烯烃薄膜，
并实现了薄膜的规模化生产。目前，化学所正
在配合有关部门研讨万吨级工业装置的设计
方案，近期将启动建设。

未来，化学所聚烯烃研发团队将聚焦世界
科学前沿、国家重大需求和国民经济主战场的
目标，继续为聚烯烃“全链条”创新做出贡献。

聚烯烃研发树立“全链条”创新典范
———记中科院化学所聚烯烃系列产业化成果

姻本报记者甘晓通讯员李丹

1989 年“丙纶级聚丙烯树脂的研
制、工业化生产和应用”获国家科技进步
奖一等奖。

辽宁营口向阳科化集团聚丙烯催化
剂装置。

9 月 23 日，大会与苏州医工所美国硅谷的
技术转移中心实时互联，四项高端医疗仪器的
海外路演吸引了投资机构和知名企业的眼球。

与此同时，在先进医疗器械展区，展品最
多、最接地气的是苏州医工所展台，特别是三台
超级显微镜耀眼瞩目，分别是 sim 显微镜、双光
子荧光显微镜、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光学领域有两种镜，一种是望远镜，一种是
显微镜。”唐玉国说，在中国，望远镜技术已经非常
成熟，而在显微光学领域，由于长期缺乏自主研发
与创新能力，高端显微镜大多依赖进口，严重制约
了我国在生命科学、医学等领域的科技发展。

为此，苏州医工所主动领衔国家重大专项，

进行“超分辨显微光学核心部件及系统研制”。
超分辨显微光学镜，可观察到一根头发丝千分
之一的细胞内部的活体运动。这样就可对生命
现象进行更深研究与发现。“我们要把苏州医工
所打造成为中国显微光学的基地！今后，一提到
显微光学，就不能不提到苏州，不能不提到我们
苏州医工所。”

一些生物科技公司的人员在医工所的流式
细胞仪前驻足，这台仪器由中科院生物医学检
验技术重点实验室自主研制的核心部件鞘流
池。据透露，好几家公司前来询价该仪器的生产
技术转让，其中有一家已经达成购买意向。

展区另一侧，苏州医工所光学重点实验室

的研制的高能光学疼痛治疗仪前排起了长队，
大家争前恐后的体验高科技带来的镇痛效应。

“我们一定要让医疗器械研发走出实验室，
造福人民。”半导体照明联合创新国家重点实验
室主任熊大曦从麻省理工学院回国后，一直从
事半导体激光工程技术研制，最近两年他带领
实验室深入医院征集产品研发需求，自筹资金
立项进行开发研制出款符合临床需求的多项医
用光学仪器。

所长唐玉国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希
望不久的将来，老百姓去医院就医用的是苏州
医工所自主研发和生产的医疗仪器，产品性能
优于国外同类产品，且价格便宜很多。

硅谷路演引关注 医用仪器医工造

“欢迎你们来苏州落地生根。”苏州市副市
长徐美健在大会上发出热情的邀请。

据悉，22 日下午苏州市举行新的干部人
事任免———徐美健的新身份是苏州高新区党
工委书记。任副市长期间，他分管的是苏州市
科技局、知识产权局等部门。由此可见，苏州
市对科技转型升级的重视以及对高新区未来
发展的期待。

中科院历来就是地方政府科技转型升级的

重要支撑。中科院的“医工梦”，瞄准的是全球一
流医疗技术，确立了“高技术、低成本”的医疗器
械发展方向。

那苏州的志向呢？
徐美健表示，希望借由此次大会，能吸引众

多海内外创新成果在苏州、在苏州高新区转移
落地，共同搭建起一个新的医疗器械科研和成
果转化交流平台，助推医疗器械产业高端发展，
将苏州打造成为我国医疗器械产业航母。

“医疗器械产业，是苏州高新区重点发展的
战略型新兴产业，中国科学院苏州医工所是高
新区医疗器械产业发展的技术支撑和人才集聚
地，也是我们招商引资、招才引智的金字招牌。”
苏州高新区管委会主任周旭东说。

“中科院的研究所，要对得起‘中科院’这块
金字招牌！搞科研的，不只是在白纸上写写论
文，而是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唐玉国
的话掷地有声。

苏州志向不小 医工所来支撑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成立 60 周年系列报道
创新求是团结奉献———化学所60年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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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的研究有望突破大气污染多平台监测中一系列关键技术瓶颈，研发
稳定可靠的水汽时空探测激光雷达、大气痕量气体时空探测激光雷达、细粒子车
载走航观测系统等，并在项目实现期间进行相关技术的产业化。

中科院野外台站系列报道 52

在陕西和内蒙古的交界处，是一望无际的毛乌素沙
漠。这里原本是一大片草原，但后来因为风沙的侵袭逐渐
沙漠化。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游牧民族由此越境
南下的故事。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多年来地方政府的精心治理，昔
日的不毛之地，如今已经逐渐萌发出绿芽。日前，《中国科
学报》记者在神木周边采访时，清楚地看到高速路两边已
经基本被野草和灌木所覆盖，罕见明沙。

而这一切，离不开中科院水保所神木侵蚀与环境试验
站（以下简称神木站）科研人员的努力。数十年来，他们扎根
在沙漠的边缘，通过各种严谨的科学实验和观察，探索水蚀
风蚀的秘密，并以此指导农业生产和沙漠生态恢复。

山坡上的据点

神木站位于神木县西沟乡六道沟村的一个黄土山坡
上，北依古长城，地处毛乌素沙漠的边缘。

盘旋曲折的道路，起伏不定的山岗。一个不足 300 平
米的院子依山而建，大门外挂着神木站的牌子。推门而
进，左侧是一排用于学生住宿的平房，右侧则是厨房，正
前方是办公室和科研场所。从房屋风格来看，这和任何一
家陕北农户的家庭并无两样———如果不是院子内穿行的
众多学生的身影。

“没办法，野外台站的条件就是这么艰苦。没有空调，
夏天蚊子也多得很。”神木站副站长樊军向《中国科学报》
记者介绍，早年间这里的环境更差。最早一批科研人员来
到此地时，这里还是一排排的窑洞，他们只得借宿老乡的
空闲窑洞住宿。如今这里的平房，是他们租下了当地农民
的宅基地，简单搭建的住房，“条件已经有很大的改善
了”。

“别看这里条件差，每年来我们这里搞研究的人可不
少。”樊军介绍，这里作为中科院水保所和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的一个基地，常年有老师和学生来此做科研。因为这
里有不可取代的地理优势———它位于黄土高原典型的水
蚀风蚀带，周遭的海拔高度 700 米 -2955 米之间,年降雨
量 250-450 毫米，风沙地貌和流水侵蚀地貌交错分布。
“我们这里借宿的人很多，人气旺得很，基本每天都有三
四十号人。一般来说，要到冬季到来的时候，大家才会撤
走。”樊军笑着说，神木站实行对外开放，为开展国内外合
作研究和培养人才服务，吸引了中外多所高校和科研院
所的师生，如黄河水利委员会、北京师范大学、大连理工
大学、日本鸟取大学、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等海内外机构
人员前来学习考察。

风蚀和水蚀的交叉带

樊军介绍，试验站地处典型的水蚀风蚀交错地带，同

时也是典型的农牧交错地带，试验站以水土流失防治和风
沙固定为研究重点，长期以来对水蚀风蚀交错地带和农牧
交错地带流域范围内水蚀风蚀规律，物质、能量循环与生
产力转化机理与耦合机制，退化生态系统恢复过程研究，
小流域水蚀风蚀预报建立、物质循环和转化、退化生态系
统重建恢复模型，生态系统植被景观格局演变与水蚀风蚀
演替关系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可以说，我们的研究成
果对水蚀风蚀交错带和农牧交错地带生态恢复与生态安
全系统理论的建立具有重要科学意义。”樊军说。

据了解，目前在试验站进行的研究项目有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中
国科学院知识创新重要研究方向、中日合作研究项目、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西部之光项目等。

黄土研究的圣地

近年来，依托神木站，科研人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根据不完全统计，科研人员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陕西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获发明专
利 3 件。可以说，试验站已累积了完整的水土气生等系统
全面的观测资料。

对于神木站，在此做科研多年的王胜博士有着深厚
的感情。从研究生阶段就来此实习，博士、博士后的生涯
均在此度过，神木站周边的一草一木，他都十分熟悉。

神木站背后的山坡上，有科研人员用于野外试验的
场地 100 多亩，建设有径流小区 50 多个。“在场地外，我
们还建设有专门的气象监测站，搭建了不少用于探测风
向、降雨量的科学仪器。”王胜介绍说。

沿着曲折的山路往上攀爬，一个坡度在 40 度左右的
试验地映入记者的眼帘。这个场地基本分为三块，左边是
荒废的坡地，中间是长满苜蓿的坡地，右侧坡地种植了一
些野草和灌木。

“这个场地，是用来监测什么样的条件下，黄土高原
的生态恢复最好最快。”王胜介绍说，经过试验，他们有了
很多惊人的发现。比如，原来大家都习惯引进苜蓿草来恢
复生态，但是苜蓿草的吸水能力特别强，黄土高原降雨量
较少，因此，苜蓿草生长在一定年限之后，会大量消耗水
分导致土壤板结。而在同样的条件下，科研人员发现将山
坡自然抛荒，不进行任何人为干扰，这种情况可能更利于
黄土高原的生态恢复。“在当前黄土高原进行大规模退耕
还林、还草的大背景下，进行这样的科学实验，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王胜说。

“近年来神木附近有大量的煤矿开采活动，这种大规
模的人类活动也会对当地生态产生影响。神木站也在这
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指导当地生产活动。”樊军表示，
在解开黄土高原风蚀、水蚀的秘密的同时，神木站也在指
导社会经济活动、服务民生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成功研制出新型高比能室温
钠—硫电池。

团队 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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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电池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
节能、减排、环保不可缺的新能源形式。我国在支持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方面，把镍氢动力电池当成重
点支持对象。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所在产业化布局中
根据技术储备特色，在哈尔滨中心孵化了一家以宽
温镍氢动力电池为主打产品的清洁能源公司———
中科众瑞（哈尔滨）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科众
瑞依托中国科学院与哈工大的世界领先科研成果，
在超低温镍氢动力电池方面，取得重大科技成果，
公司充分发挥中国科学院的科技优势，生产研制宽
温区动力镍氢电池及相关系列产品的新能源企业，
并建成了宽温镍氢动力电池产业化生产线。

抗冻又耐热的电池
宽温，顾名思义工作温度范围较宽，而中科众

瑞的宽温镍氢动力电池的宽温区在零下 55℃到零
上 70℃之间。

“该电池最大的特点就是适应极低温度和较高
温度环境，宽温度特性是目前所有电池都无法比拟
的。”中科众瑞董事长张国良十分自豪。

据了解，通过一系列试验和运行数据表明，
镍氢电池可以在零下 40 度释放 90%以上的电
能。在零下 45 度能释放 80%以上电能。到了零
下 55 度仍能释放 70 以上电能，保持正常运转。
这一特点说明该电池适应零下寒冷城市。在高
温环境，零上 60 度仍能正常释放电能。接近零
上 70 度，仍能维持正常运行。

“除此之外，充电时间短、使用寿命长也是
它有可能取代其它种类的电池的原因。”张国良
将一组数据展示给记者。宽温镍氢电池正常充
电时间仅仅 15 分钟。与锂电池的充电时间相比
缩短了近 5 倍。每次充电，可以行驶 200 公里左
右。如果增加电池组可以相应增加行车里程。

“这样的充电时间，汽车司机基本都会接受。这
也相应增加了汽车的工作效率。”张国良说。

另外，高温地区电池容易引爆的的问题也成为
人们担心的问题之一。

他表示，镍氢电池安全系数很高。目前没有任
何镍氢电池的爆炸记录。在所有电池中，镍氢电池
是功能最稳定，运行最安全的电池。

“我们也考虑到了环境保护，镍氢电池对人
体没有任何重大伤害，不会污染环境，可以回收
利用。这一特点也是其比较突出的优势。”张国
良仔细分析。

据了解，宽温镍氢动力电池系列相关科研成果
已获得国家科技部 937、863、总装备部、总参谋部、
科学院等多项资助，并申请 15 项中国发明专利（已
授权 8 项）及 3 项国防保密专利。

由于宽温镍氢电池成本和性能的优越性，中科

众瑞已经与国家电网、部队初步
建立了合作意向。张国良透露，我
国寒地五省、国际寒地 18 个国家
总容量达 1 万亿上；我国电网储
能市场达 5000 亿，军队应用市场
达 8000 亿。而中科众瑞是国家预
防灾害产品唯一电源供应商、新
能源汽车寒地唯一实现市场化的
产品。

寒地电动车燎原之星火
各地政府近年来在积极支持

新能源汽车发展，然而，此前节能
电动车始终开不进哈尔滨。因为
节能车的电池耐严寒能力不足，
零下 30 多摄氏度就会无法启动。

今年四月，中科众瑞参与的
镍氢电池新能源电动车今年 4 月
份上线投产，在工信委的配合与
支持下，已经正式投放市场，将计
划投产几千台新能源电动车。

中科众瑞制造的高节能宽温
动力车最高时速可以达到 120 公
里每小时，能满足城市出行需求。
这是一款真正适合东北气候的动
力能源车，专业充电桩可以在 15
分钟内完成有效充电，找不到充
电桩的时候，还可以用家用 220V
电压充电，只要三个小时，就可行驶大约 230 公里的
路程。

黑龙江省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副主任李陆表
示，黑龙江地处高寒地带，最早在全国范围内提
出的高寒地区电动车使用方案。新能源车现在
广泛应用于特种车辆还有城市公交等各个领
域。张国良称他们的该项技术能“支撑寒地电动
车产业发展”。

中科众瑞的宽温镍氢电池不仅仅在家用车
行业领域有用武之地。中科众瑞鲍宇副总经理
告诉记者，新能源电池分为几类，包括新能源汽
车宽温动力电池、电力储能电池、轨道交通电力
电池、装甲车、北斗卫星电源、太阳能风能储能
电池、基站备用电池、基站应急备用电源、无人
机电池、激光枪电池、机器人电池、多功能汽车
应急启动电源等，宽温节能启动系统及国防军
工等行业的特种电池，只要涉及到装配电池的
产品就可以将镍氢电池装配进去。

“现与中国邮政集团等多家企业预定了超过
2000 台使用该电池的电动公交车，物流车，新能源
房车，电池总值 4 亿多元。”张国良预计未来新能源
电池将会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速。

在 9 月的 G20 峰会上，杭州向全世界递交
了一张抢眼的城市名片，继北京“APEC 蓝”之
后，杭州“G20 蓝”又走红大江南北。

然而，在杭州“G20 蓝”的背后有一支大气
保障团队，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安
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以下简称安徽光机
所）就是团队成员之一，他们重点研究了挥发
性有机物（VOCs）对区域环境的影响，与其它
单位一起完成了杭州以及周边区域污染物控
制和预警预报的任务，像火眼金睛一般，对大
气污染物明察秋毫。

日前，安徽光机所特聘研究员周斌在接受
《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称，中科院合肥物质
科学研究院作为牵头单位，启动了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大气污染成因与控制技术研究”专项
中的重大项目“大气污染多平台一体化监测技
术”，项目的一些现有技术已经在 G20 峰会期
间参与实验，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多家单位协同攻关

“大气污染多平台一体化监测技术”项目会
聚了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中科院大气物
理研究所、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上海
交通大学、复旦大学、重庆市环境监测中心、中科
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上海环境监测中
心、四川省环境监测总站、无锡中科光电等长期
从事区域大气污染相关研究的优势单位。

在研究团队中，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
院负责项目总体设计，并将承担地基和车载激
光雷达、成像差分吸收光谱技术（DOAS）的研
发，以及卫星对地观测等研究任务，复旦大学
则承担被动多轴差分光学吸收光谱仪（Max -
DOAS）的研制和污染物近地面发布廓线反演
算法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和无锡中科光电承担
无人机观测平台研发及走航观测任务；中科院
大气物理研究所和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承担
利用飞艇和浮空器研究大气污染物的近地面
分布研究；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承担

卫星对地观测反演算法优化研究；重庆市环境
监测中心、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和
四川省环境监测总站承担天空地一体化观测技
术在成渝地区示范研究。

周斌教授领衔的项目研究团队一共有 48
人，平均年龄不到 35 岁，团队成员虽然年轻但
已经在多个项目中挑起大梁。其中，安徽光机所
研究员张天舒所在课题组曾从零起步研制出气
体激光雷达，把原有的国外设备都替换下来。

项目团队将研发基于光学遥感技术的立体
观测体系，为观测网络提供基准数据分发和校
验服务，解决目前大气环境观测网络缺乏高精
度基准数据的问题，实现对观测网络节点的在
线数据质控。

团队还将攻克高时空分辨率的车载和无人
机走航观测关键技术，通过多平台多角度的区
域扫描技术，获取城市尺度垂直、水平、任意斜
程或闭合路径上的大气污染时空剖面，实时探
测城市尺度大气污染生消过程和发展趋势。

因地制宜发挥所长

当前，我国缺乏区域污染的时空分布变化
信息，尤其在复杂地形条件下，难以对区域、跨
境大气环境的现状和变化趋势给出全面、清晰
的分析。

据周斌介绍，该项目主要针对我国复杂地
形条件下大气污染成因这一重大科学问题，以
立体监测技术研发和应用示范为主要研究内
容，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化立体观测
设备并实现产业化。

项目的研究成果将在成渝地区进行示范应
用，该地区的地形地势复杂、气象条件和污染源
排放殊异。周斌解释，在这里开展大尺度多环境
要素的高时空分布、高精度准确监测技术方法
研究，有利于培育和发展大气环保产业，提升我
国自主产品的市场占有率，支撑国家生态环境
监测网络建设。

科研团队主要针对成渝地区复杂的地形与

气象条件，立足于大气遥感的反演机理，利用地
基遥感、探空等多源观测数据填补关键信息的
空白，发展更高空间分辨率的反演算法，联合反
演气溶胶光学性质和理化特性。

周斌说：“我们首次将天空地一体化立体观
测技术体系应用于区域环境管理，获得复杂地
形大气污染高质量探测数据，为深入理解成渝
地区复合污染形成和发展机制提供基础数据。”

此外，该项目的研究有望突破大气污染多
平台监测中一系列关键技术瓶颈，研发稳定可
靠的水汽时空探测激光雷达、大气痕量气体时
空探测激光雷达、细粒子车载走航观测系统等，
并在项目实现期间进行相关技术的产业化。

“我们预期实现 5000 万以上产值，为业务
部门提供稳定成熟的高端产品，为相关研究机
构提供先进探测技术和设备。”

建设立体监测网络

周斌表示：“建立、健全规范化、统一化的立
体监测网络成为大气污染及成分监测的迫切需
求与必然趋势，发展天地空一体化的立体观测
技术能很好适应当前对大气环境监测的需求。”

其中，地基遥感观测采取自下而上的观测
方法，可以有效对大气对流层，特别是污染严重
的大气边界层内的多种污染成分进行连续观
测，“已经成为当今大气综合观测中不可或缺的
一种技术。”周斌说。

空基平台无人机具有视域广、灵活机动、飞
行高度可控、定点与巡航相结合的时空观测连
续等特点，能迅速收集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
同高度的大气污染物浓度的连续数据。

基于天基平台的大气成分的卫星遥感探测
技术，则是在区域尺度上实现颗粒物和气体污
染物的观测，与地基和空基探测平台互为补充。

“依靠单一的观测手段和方法，无法实现大
气污染过程的全面观测。”周斌指出，“因此需要
开展多尺度大气污染过程中的天空地一体化实
时观测技术研究及示范。”

让大气污染物无处可逃
姻本报记者 沈春蕾

进入 21 世纪以来，能源危机在全世
界范围内愈演愈烈。科学家们不仅致力
于提高传统化石能源的运输和使用效
率，也在孜孜不倦地探索新能源的开发。

“作为化学研究者，我们将一直立足
化学学科，努力开发有望化解能源危机
的新技术。”中科院化学所相关负责人表
示。成立六十年来，该所研究人员在开发
高效率太阳能电池、增强原油在运输管
道中的流动方面，不断将基础研究成果
转化为高新技术，实现了生产实践中的
广泛应用，引领了能源转换与输运高技
术发展。

基于纳米科学的新突破

在锂离子、太阳能电池新技术开发
上，化学所相关领域科研人员基于纳米
科学，突破了诸多关键技术问题。

据介绍，万立骏院士、郭玉国研究员
等组成的研究团队在基础研究领域长期
从事电化学和纳米材料科学的研究，在取
得科学原理突破的基础上，致力于能源转
化和存储器件的表界面化学、电极材料制
备方法学和材料结构性能的研究。

研究人员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在
对高效、稳定的高容量、高倍率锂离子电池
电极材料开展深入研究后，兼具高容量和
高倍率性能的锂离子电池电极材料成功
出炉。2010 年，这一新材料项目实现了在
中关村的成果转化并试点股权激励政策。

记者在实验室中看到，目前，科研人
员正致力于纳米碳三维导电网络结构电
极材料在高性能锂离子电池中的潜在应
用，以进一步提升电池性能。

该团队研究人员还通过纳米技术解
决了新材料面临的挑战，开发了大规模
制备高性能、微纳复合结构、高容量硅碳
复合负极材料的生产工艺技术，设计建
成了吨级中试生产线及配套电池生产
线，获得了硅碳锂离子电池的整套生产
工艺技术，并取得多项专利成果。

太阳能电池走出实验室

在新能源领域，太阳能电池是一颗
耀眼的“明星”。化学所组织了一批强有
力的科研力量，集中对该领域面临的难
题进行了攻关。

来自绿色印刷重点实验室的蒋克健
副研究员等围绕染料敏化太阳电池、钙
钛矿电池，从原理上提出了单个电池“内

串联”，有效提高了染料敏化太阳电池对
太阳光谱的充分利用。业内专家认为，这
为进一步提高该类太阳电池的光电转换
效率提供了新思路。

在钙钛矿电池研究上，研究人员采
用电化学等新方法、新工艺制备的器件
光电转化率达 14.6%。“为推进电池实用
化，我们重点开展钙钛矿电池大面积打
印技术研究，有望实现打印钙钛矿电池
从实验室走向市场。”蒋克健介绍。

近十多年来，李永舫院士团队聚焦
聚合物太阳能电池光伏材料和器件方面
的研究。研究人员提出了使用共轭侧链
拓宽共轭聚合物吸收光谱的分子设计思
想，设计和合成了一系列高效二维共轭
聚合物给体光伏材料。

据悉，最近，使用这类聚合物为给体
的聚合物太阳能电池能量转换效率超过
了 11%，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解决原油运输难题

当前，化石能源依然是应用最广泛
的传统能源之一。

针对我国采用加热工艺输送高含蜡
原油面临的环境污染和安全风险，化学

所与中石油管道科技中心共同开发了一
种新型纳米降凝剂。

据化学所研究员阳明书介绍，他们
从纳米材料功能化入手，开发了一种有
机无机纳米杂化降凝剂。“在 25 摄氏度
下，添加降凝剂的大庆原油表观黏度下
降了 90%，凝点下降了 16 摄氏度。”阳明
书说。 2010 年，化学所实现了这一降
凝剂的中试生产。2011 年 3 月，新型纳米
降凝剂工业化生产线建成。目前，东北管
网“铁秦线”和“任京线”已开始使用该降
凝剂，提升了原油管道输运的安全性和
经济性。

同时，针对如何提高稠油采收率的问
题，王金本研究员团队研制出适用于常规
稠油、超稠油和特超稠油的系列功能性两
亲高分子体系。据悉，这一新体系在中石
化、中石油、中海油、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
司和罗马尼亚国家石油公司均进行了室内
评价。评价结果一致认为，该体系具有显著
的耐温抗盐能力和优异的提高原油采收率
性能，技术水平处于世界领先。

毋庸置疑，针对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
能源问题，灵感将在许多化学研究者脑海
中迸发。研究人员们期待，化学上的新进展
能为化解能源问题提供新思路、新路径。

引领能源转换与输运高新技术发展
姻本报记者甘晓 通讯员李丹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成立 60 周年系列报道
创新求是团结奉献———化学所60年回眸

中科院水保所神木侵蚀与环境试验站：

解开侵蚀的奥秘
姻本报记者彭科峰 张行勇

银纳米降凝剂用于原油输运
成果获 2013 年全球管道奖。

在解开黄土高原风蚀、水蚀的秘密的同时，神木站也在指导社会经济
活动、服务民生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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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光学类医疗仪器及光学显微成像
设备是中科院苏州医工所的重要研究方
向，是苏州医工所“一三五”规划中的三大
重点方向之一。为在这个领域内实现突破，
5 名从美国回来的海归强强联手，进行高
端光学显微镜的产业化以及前沿型超分辨
显微技术的创新。他们的成果不仅填补了
国内空白，还形成了科技成果工程化主体
平台。

实现智慧整合

熊大曦，中科院“百人计划“获得者，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江苏省双创和
姑苏领军人才，曾在美国先进热技术公司

（ATS）、Luminus 公司等担任首席科学家。
李辉，中科院“百人计划”获得者，建

立了苏州医工所光学显微成像实验室，主
要从事单分子生物物理和生物光学领域的
研究。

戴亚康，中科院“百人计划”获得者，江
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中青年科
学技术带头人，多年来一直从事医学影像
处理的研究，并致力于研发创新性的医学
影像处理软件系统。

张春，苏州医工所细胞分子生物学研
究中心主任，近年来，着重开展荧光蛋白质
探针标记在生物医学影像中的应用研究。
其领导的细胞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心与光学
研究室开展了多项联合研究。

彭义杰，2014 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
人才和苏州市高新区“双创”领军人才，多
年来活跃于生物医学药物学领域，长期从
事免疫诊断，分子显像试剂的研究。

虽说 5 名海归精英在各自的领域已有
一定的成就，但不断创新的精神和强烈的
民族自强意识，让 5 人在多次接触交流后
碰撞出火花，决定组成团队，共同攻关，实
现智慧的整合。

5 人组成团队后，熊大曦作为生物医
疗仪器整体结构设计和产业化平台方面领
军人才引领团队发展；李辉主要从事科研
成果在生物物理学领域的应用方面的研
究；戴亚康主要负责医学影像处理及软件
系统方面研究；张春主要负责用于荧光成
像，超显微成像的细胞和亚细胞结构的近
红外荧光蛋白的标记；彭义杰主要从事纳
米荧光增强试剂研制以及科研成果在生物
领域的应用。

真刀真枪做出好产品

在这个实力超强的团
队里，成员涵盖了科研、设
计、生产、工程化、产业化
等各方面领军人才。

“既然落地苏州，我们
就得真刀真枪做出好的产
品。”团队负责人熊大曦告
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以本团队成员为核心，
苏州医工所已经成功获批

“江苏省医用光学重点实验
室”，和“中国科学院生物医
学检验技术重点实验室”两
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团队
在人才聚集与吸引方面的
作用日益突出。

创新团队在高端光学
显微镜与相关产品的产业
化、超分辨显微技术的创
新研究、医疗器械科技成
果转化新模式探索等方面
的成果，不仅满足了苏州
医工所面向我国生物医学
的重大需求，开展先进生
物医学仪器、试剂和生物
材料等方面的基础性、战
略性、前瞻性的研究工作，引领我国生物医
学工程技术的发展，建成医疗仪器科技创
新与成果转化平台的战略需求，同时也能
提升我国高端光学仪器领域的研发与产业
化能力，提高我国高端科研仪器的自我装
备能力。

与此同时，团队也进行了科技成果转
化新模式探索。2013 年，苏州医工所联合
深圳分享投资和苏州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共同设立了“苏州分享高新医疗器
械产业发展投资基金”，基金总额共计 3 亿
元。依托工程化平台，对具有良好市场前景
及较高成熟度的国内外创新科研成果进行
项目投资和成果孵化，并于 2013 年 6 月 1
日注册成立了科技成果工程化主体平
台———苏州国科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目前已经成立二十余家医疗器械高新技术
企业，并将数十项科技成果推向产业化。

熊大曦、李辉、戴亚康、张春、彭义杰团
队也因其出色成果成功入选 2015 年度江
苏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计划。

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转型升级的
重要时期。让高科技为经济增长加足马
力，对全国各地政府而言都是相当迫切
的需求。

对此，中科院化学所副所长王笃金
在深入地方的多次调研中感受颇深。“以
科技的力量打造地方经济的‘新引擎’，
化学所责无旁贷。”他告诉《中国科学报》
记者。

近年来，化学所在开展基础研究和
应用基础研究的同时，与地方政府和国
有大企业及行业龙头企业密切合作，不
断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为国民经济发
展做出了贡献。

聚酰亚胺填补空白
聚酰亚胺（PI）薄膜主要应用于微电

子制造与封装、高性能电气绝缘、航天航
空等多种高技术产业领域，对于推动我
国高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

2010 年，我国 PI 薄膜的年需求量超
过 3000 吨，但生产技术都掌握在美国和
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手中。科研人员告
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发展高性能功能
性 PI 薄膜材料的国产化规模生产技术，
同时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和商业价值。”

1998 年，化学所科研人员前瞻性地
开始探索 PI 薄膜材料结构对其性能的
影响规律。经过十多年的基础研究，研究
人员不仅攻克了科学上的难题，还形成
了低热膨胀系数 PI 薄膜、耐电晕 PI 薄
膜、高透明性 PI 薄膜等各类材料的综合
性集成技术。

随后，他们与深圳瑞华泰薄膜科技
有限公司合作，于 2010 年建成 3 条 1200
毫米幅宽的高性能 PI 薄膜连续化生产
线，年生产能力超过 350 吨。

对此，科研人员自豪地表示，长期积
累的基础研究和有效的技术转化双管齐
下，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我国只能生产
低档 PI 薄膜产品的落后局面。

醋酸催化剂实现高额利润

羰基合成醋酸催化剂是化学所技术
转化的又一亮点。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醋酸成为一类重要的基础化工原料。当
时，世界百分之五十以上的醋酸来自美
国的低压羰基合成技术。

化学所研究员袁国卿表示，我国生
产的每年约 30 万吨产品，则主要来自环
境污染严重的传统生产工艺。“当时，科
研团队意识到，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核心技术———新型催化剂，是我国醋
酸打破国外技术封锁的关键。”他说。

1982 年，袁国卿开始带领团队进行
低压均相羰基合成醋酸催化剂的研究。
多年来，他们在实验室成功研制出性能
强大的强弱配键共存的铑配合物催化
剂、以碘为负离子的螯合型配合物催化
剂和双金属配合物催化剂。

2001 年，这些研究成果开始逐渐走
出实验室，走向醋酸生产一线。江苏索
普（集团）有限公司投资了 3000 万元建
立了国内唯一一套年产量 400 吨的醋酸
中试装置，与化学所合作开展催化剂的
工业开发。几年后，新型催化体系开始
应用于该公司的醋酸装置。

据了解，2004-2014 年，该公司使
用新型催化剂共生产醋酸 778.54 万吨，
累计销售额达 240 亿元，利税超过 40 亿
元。生产者表示，如今，高质量产品和高
额利润的取得都与科技力量的大力投入
分不开。

有机光导鼓成功技术转化

有机光导鼓是激光打印和复印技术

中的核心部件。在承担国家“863”高技术
项目中，化学所成功研制了高性能电荷
传输及电荷产生材料。

研究人员介绍，在此基础上，他们借
助独特的小计量涂布技术，开发出系列
有机光导鼓（OPC 鼓）。验收中，专家们
发现，这些产品性能指标与国外产品相
当，是化学所为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研发
的又一项高科技产品。

深受鼓励的科研人员决定将这一产
品推向市场。以有机光导鼓技术作为无
形资产，化学所开始了与邯郸汉光机械
厂、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等单位的深
入合作。

化学所相关负责人介绍，几家单位
一起组建了邯郸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光电材料
合成和 OPC 鼓制造技术，从事激光打
印机、数码复印机、普通纸传真机和多功
能一体机用 OPC 鼓、墨粉及相关有机
光电材料等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目前，公司已形成年产各类型号
OPC 鼓 2400 万只、墨粉 10000 吨的生
产能力，销售收入超过 4 亿元。

瞄准国民经济紧迫需求，为地方经
济发展提供新动力，是化学所人不懈的
追求。未来，他们还将继续贯彻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让更多科研成果走向
生产一线。

成果转化打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记中科院化学所所地合作优秀成果

姻本报记者甘晓通讯员李丹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成立 60 周年系列报道
创新求是团结奉献———化学所60年回眸

近日，青岛市科学技术局发布
了关于 2016 年 1 到 6 月份全市发明
专利和技术交易情况的通报，中科
院青岛能源所技术合同成交额同比
增长 116.72%，增幅居第 2 位，总量
居第 3 位。

体系建设增强转化力度

是什么样的发展思路让青岛能
源所可以在成果转化上取得突出成
绩呢？

中科院青岛能源所副所长彭辉
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上述成绩
的取得，均得益于研究所不断建立
健全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管理体系
和机制体制，是体系和机制的带动
才加快了研究所科技成果的转移转
化实力。

青岛能源所开始全方位地打造
自己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体系，将
各个行之有效的要素组合起来，为
同一个目标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

中科院青岛产业创新与育成中
心、技术转移部、中科清源科技有限
公司组成研究所网格化成果转移转
化的组织体系，以投资过亿元的中
试技术车间、平度中试与产业化示
范基地以及昌邑生物资源高值化利
用园区为核心夯实研究所全面推进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硬件基础；《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加快产业创新发展
暂行管理办法》的出台，则从根本上
明确提出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收益
的 80%用于奖励具有直接贡献的科
研人员和团队等系列激励机制，这
些使得科研人员能真正做到拧成一
股绳来合力攻关技术难点，为促进
成果的有效落地打下了软件基础。

此外，青岛能源所与青岛地方
政府共同发起成立的青岛首批市级

股权投资引导基金和储能行业智库科学研究联合基金，则
为企业拓宽了科技成果转化资金市场化来源。

据彭辉介绍，研究所将扎根青岛、立足山东、辐射全
国，结合地方产业特色，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
级、战略新兴产业培育的现实需求，构建面向全国的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网络。在山东采取网格化布局精准定位产业
需求，支撑不同地区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在生物资
源丰富的河南、东北地区与地方优势科研院所、企业联合
共建转移转化平台，让科技智力资源与产业需求密切结
合，促进科技成果在当地的转移转化。未来，将进一步拓展
形成源头创新、集成创新、创业服务为一体的完整创新价
值链，形成特色研究所、工程化中心、创业孵化三大功能一
体化建设格局。聚焦青岛十大创新中心建设，以及十大新
型工业千亿级产业、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针对行业
核心共性关键技术，协同岛内外高校、企业、中科院驻青机
构等组建工程中心（协同创新联盟）开展以重要产品、成套
技术与装备研发的工程化研究。面向青岛“三创”发展战
略，依托中科院青岛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开展以科
技成果转化、企业家培养、科技型企业培育等为目标的专
业化的创业和产业育成服务，打造成区域创业服务体系，
助推区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与三创战略，提升区域产业育

成与创业服务水平。
“我们的中试与产业化系统 12 套，有效的促进了科研

成果的转移转化，研究所还以所长创业基金、中试及产业
化基金、产业引导基金等系列所内基金，促进和引导科技
成果的转移转化。”中科院青岛能源所技术转移部部长牟
新东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生物领域成绩斐然

作为引领我国先进生物能源、先进生物基材料的自主
创新研发平台，青岛能源所在促进我国生物技术发展以及
生物质能源技术产业成果转移上也是不遗余力，发挥出了
良好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就在今年的 6 月 17 日，由青岛能源所与美国宝洁公
司共同启动的“皮肤与口腔微生物组联合科学研究计划”
签约仪式在青岛举行。

双方自 2010 年合作开展人体微生物组研究以来，在
基于口腔共生菌群的口腔“亚健康”诊断方法和口腔“精准
护理”策略等方面，取得了具有国际声誉和重大影响的研
究成果。此次双方共同启动为期五年的“皮肤与口腔微生
物组联合科学研究计划”，旨在全面引领新一代精准医疗、
精准护理和精准保健等新兴领域的产业化发展。

此外，近日，由青岛华通集团和青岛能源集团共同投
资，与青岛能源所合作的新能源项目 --- 青岛市大型生
物质能源项目，成功被国家发改委批复为生物天然气项目
试点，获得 2016 年规模化大型沼气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
计划 4000 万元资金补贴。该试点项目是 2015 年国家开展
秸秆生物天然气试点项目以来，青岛首次申报获得成功的
项目。

配合国家能源战略需要

随着青岛能源所成果转移转化体系的建设，极大加速
了研究所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步伐。截至“十二五”期间，
研究所 10 余项专利技术成功实现转化，转化收益 2180
万，为企业新增销售收入 10 亿元。

除了生物质能源开发外，近年来，研究所面向国家能源
战略、中科院“创新 2020”和山东省、青岛市蓝色经济发展，
明确了生物、能源、过程三个核心研究领域，同时确立了“生
物天然气产业化技术”等两个重大突破项目以及“生物基动
力电池隔膜”等 6 个重点培育方向，发展可谓如火如荼。

在高性能电池产品研制领域，研究所发力充分，与中
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共同举行“战略合作协
议”签约仪式，双方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积极融合应
用技术和前瞻研究技术，在轨道交通和储能电池等领域开
展产、学、研合作，特别是高性能储能电池产品研制、批量
化生产和工程化应用方面深度合作，建立密切、长久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

“轨道交通电池具有非常大的市场。由于地铁造价昂
贵，而电动轻轨公交的建设成本只需要地铁的 1/6，很多
城市都在规划地铁和轻轨相结合的公共交通系统。”彭辉
指出，纯电动驱动轨道交通非常适合三四线城市的城市规
划发展需求，有着非常好的推广价值和良好经济效益，对
缓解城市交通，替代三四线城市地铁、城际铁路有着重要
意义，这也是青岛能源所积极参与此项工作的重要原因。

如今，研合青岛华通、城投、青岛琅琊台等集团及众多
当地龙头企业成立产业化公司十余家，有力地推动了青岛
生物燃气产业、海洋健康产业、石墨新材料产业等新型产
业的良性健康发展，并与青岛 30 余家企业开展产学研合
作，横向项目技术交易额持续增长，2016 年上半年位列驻
青科研院所第 3 名。中科院青岛能源所为服务经济发展，
带动当地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安塞，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归延安市管辖。该区
土地类型多样，资源丰富，对于开展水土保持与生
态环境建设科学研究和试验示范具有典型代表性。

如果从 1973 年，中科院的科研人员开始在腰
鼓山下建站开始算起，陕西安塞农田生态系统国家
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下称安寨站）今年已经走过
了 43 年的历史。从中国科学院的野外台站，再到进
入科技部国家重点野外台站序列，安塞站走过了一
段光荣的历史。

“可以毫不谦虚的说，在黄土高原水土保持及
生态建设特色的监测和研究中，安塞站起了巨大的
作用。此外，在服务当地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方面，安
塞站的科研人员也曾经发挥了强有力的效果。”在
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安塞站副站长姜峻
这样表示。

野外台站行列里的“老兵”

说起安塞站的建立，还颇有一些历史的偶然。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来自中科院的一些科研人

员响应号召，“下楼出院”，从西安等大城市赶赴安
塞，一边从事生产劳动，一边给当地农民进行科学知
识的辅导工作。“当时，我们的老一代科学家工作非
常热情，讲授的农业知识非常受农民欢迎，在当地影
响很大，后来中科院水保所（当时为中国科学院西北
农业生物研究所）就决定在安塞建立一个台站。”姜
峻回忆说，从那以后，科研人员就在这里扎下了根。

如今的安塞站，办公地点位于腰鼓山下，实验
地从山脚到半山坡连绵铺开，占地面积甚广。当《中
国科学报》记者来到此地实地探访时，腰鼓山下正
在建设一栋全新的实验大楼，炙热的阳光从山坡上
倾洒而下，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但在建站伊始到本世纪初，这里可不是如今的
这番光景。“荒凉，艰苦，交通不便。”在安塞站已经
工作了近 30 年的实验室主任吴瑞俊向《中国科学
报》记者这样描述当初进站的印象。

中科院水保所的地点位于西安郊区的杨凌，吴
瑞俊记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从所里到安
塞站做实验，需要经历一段相当痛苦的旅程。首先

要从杨凌搭车前往西安，再从西安坐汽车前往延
安，最后再从延安转车到安塞，“道路坑坑洼洼，黄
土连天尘满地，最开始的时候来一次安塞站，路上
大约需要四五天的时间。”科研人员在台站一呆就
是几个月，条件极为艰苦。

现在从西安到安塞已经通了高速。“尽管现在
的交通便利多了，但野外台站的条件，还是比较艰
苦。台站是需要科研人员一直坚守下去的。我们这
些老一辈的科研工作者都快要退休了，希望能有更
多的年轻人到台站来工作。”吴瑞俊希望野外台站
的监测和研究不要中断，后续人才的问题，需要有
关部门予以考量。

立足黄土高原

这么多年来，中科院水保所的专家们，主要在
安塞站进行哪些科学研究呢？

姜峻介绍，简单来说，他们主要从事三个方面
的研究。首先，以流域为单元，对黄土丘陵区农业资
源与生态环境进行长期定位监测；探求水土流失规
律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黄土丘陵区生态环境特
征及演变规律。其次，是进行农业生态环境现状、变
化和发展趋势评价，以及关键限制因子分析；水土
保持型生态农业系统结构、功能及调控原理；流域
健康诊断与管理理论及方法。第三，是研究合理开
发、利用农业资源,改善生态环境,恢复、重建退化生
态系统,提高系统整体功能的途径和措施, 为资源优
化配置、区域综合开发，以及环境综合治理等提供
决策依据。

“当然，安塞站现在也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野
外教学实验基地，更是杨陵国际水土保持与旱地农
业培训班野外教学基地。把安塞站建成生态环境长
期定位监测、研究、试验示范和人才培训基地，是我
们的一个主要工作。”姜峻说。

在其他方面，安塞站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比如现在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的速率监测，依
然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不同的降雨强度下，不同的
坡度，不同的植被覆盖情况下，其水土流失的情况
是不同的。这些都需要科学家的监测”，吴瑞俊介

绍，他们还参与完成安塞县山川秀美规划及国民经
济发展规划报告，在服务当地社会民生等方面发挥
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他们也承担了来自中科院的很
多其他科研项目。

迈向新的征程

沿着腰鼓山一路向上，来此爬山踏青的人络绎
不绝。由于退耕还林政策得力，如今的腰鼓山处处绿
意盎然，花草繁密，但在之前，这里可是一片荒山，农
民们为了获得糊口的粮食，在山坡上肆意开垦，种植
小麦或者豆类，但往往收获有限。为了实地指导当地
农民的生产，安塞站在腰鼓山上建立了不同坡度的
试验地，实地种植各种作物，进行各种野外实验。如
今，这些试验地大多还保留着。

“我们要告诉农户，什么坡度的山适合开垦，作
物之间的间距应该保持多少厘米合适。凡此种种，都
需要我们亲身操作，才能给出科学的建议。”吴瑞俊
推开半山坡上的一道栅栏，带着记者走进了试验地。

“通过多片试验地的实验和监测，我们得出了很
多有指导意义的成果，帮助农民科学生产。比如，我
们通过实验得出，大于 45 度的坡度的山，基本就不
适宜开垦，否则水土流失不但严重，损害生态，而且
收成也得不到保证。”姜峻介绍，此前，安塞站进行的
纸坊沟小流域水土保持型生态农业建设模式、技术，
还在杏子河流域及延河流域世行贷款项目中得到推
广，得到农户和政府的好评。

最值得一提的，是安塞站的科研人员参与了中
镕国科学院给朱 基总理关于黄土高原生态建设的建

议报告，并得到批示，最终促进了退耕还林、退耕还
草政策的出台。

43 年的监测和科研，对任何一个野外台站来
说，都是一份难得的荣耀。“尤其是自 1990 年加入
CERN 生态站以后，安塞站加入了 CERN 的联网
监测，所监测的内容逐步规范。这些数据，对于从事
黄土高原研究的学者来说，无比珍贵。”姜峻表示。

如今，黄土高原流域的水土流失已经得到有效抑
制，在新的历史时期，安塞站在当地生态监测方面仍
然发挥这举足轻重的作用。

陕西安塞农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助力黄土高原水土保持与生态建设
姻本报记者彭科峰张行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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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1959 年诞生以来，机
器人在各方面都开展了很多的
应用，特别是在汽车工业。近年
来在康复医疗、国防、太空探索
以及自然勘探方面都得到了很
好的应用。人类发明机器人的
目的最早是代替人，然后发展
到服务人，将来会是“扩展人”，
扩大人的能力。

然而，现实当中的机器人和
我们的期望值有很大的差距。
例如工业机器人，目前大多在
一些结构化的环境当中工作，
在线传感能力比较差；服务机
器人目前还只能完成一些简单
的任务；特种机器人都是需要
通过远程操作来完成特定的工
作。可以看出，现实当中的机器
人和我们人类的想象还有很大
的差距。

所以，未来机器人的研究，
将会面临着众多挑战。其中，第

一个挑战就是机器人和人交互的时候刚度的变
化，还有人机交互的动力学。而机器人对人的信
号如何理解则是第二个挑战，尤其是多模态的
信号在动态环境下的表现等。

此外，机器人的群体智能研究也需要深
入。作为群体智能，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机器
人个体之间有自立、群体之间有合作，这就需要
研究群体智能的机理，以及分布式的操作系统
如何对机器人的资源进行有效地管理。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发布了“共融机器人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
研究”的重大研究计划，该项目预计投资 2 亿
元，执行期为 8 年，主要研究领域为共融机器
人，希望对未来机器人的这三个特点作一些理
论上的研究，也为机器人的研究提供后续发展
的动力。

而共融机器人旨在强调把机器人从一个
被动的角色变成合作伙伴的角色，机器人和人
之间形成协作的系统。这一研究最主要的核心
问题是要从机器人最原始的三个部分（结构、感
知、控制）开展研究，支撑下一代或者未来机器
人的可持续发展。

应该说，未来机器人的想象空间、应用空
间和探索空间也非常大。未来的机器人很难用
一句话来准确概括，但其发展会有非常广阔的
前景，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新材料
技术以及各方面应用技术提升，机器人的明天
会更加美好。

当然，很多新技术的进步对于机器人的发
展也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机器人将来在制造业
升级、生命健康和国防安全当中会扮演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也希望未来科学家们能够在这几
个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总之，机器人的事业
若要发展壮大，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加强基
础研究，离开了基础研究，机器人技术将无法
突破。 （本报记者彭科峰整理）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
技术、新材料技术以及各
方面应用技术的提升，机
器人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
丁汉

姻通讯员李丹 本报记者甘晓

金秋十月，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以下简
称化学所）迎来了 60 周岁的生日。化学所位于
北四环以北的园区里，身着白色实验服的科研
人员穿梭在实验楼之间，显得忙碌又井井有条。

朴实的实验楼低调如常，唯有 4 号楼外墙
上的八个银色大字“创新、求是、团结、奉献”显
得格外醒目。60 年来，几代化学所人奉之为圭
臬，为我国科技事业、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作出
了重要贡献。

如今，新一代化学所人仍然走在分子科学
研究前沿，脚踏实地躬身践行“三个面向”“四个
率先”，书写着新的辉煌。

筹建初创：确立多学科、综合性特色

1949 年，刚刚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内，已有 4
个化学科学研究机构，涉及有机化学和物理化
学两个二级学科。1953 年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
划”已经注意到，我国的化学学科要能够支撑即
将全面展开的新中国建设，必须全面发展化学
学科的各个领域。

1953 年 10 月，中国科学院第 31 次院务常
务会议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即在北京建设综
合性的化学研究所。两个月后，化学所筹建委员

会成立，由当时的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挂帅。
1956 年，化学所正式成立，首任所长由时

任高教部副部长曾昭抡兼任。第一届学术委员
会的名单中，出现了诸多化学大家的名字：柳
大纲、张青莲、唐有祺、杨石先、蒋明谦、苏子
衡、林华、王葆仁、钱人元、林一、梁树权、严仁
荫、孙鸿儒、黄子卿、傅鹰、胡日恒、华寿俊。大
师们以他们的高超学识给了新生的化学所康
健的体魄，奠定了化学所 60 年发展的坚强基
础，更以他们的高尚学风，给新生的化学所注
入了高尚的灵魂。

化学所建所之初就设立了高分子化合物组、
有机化学组、无机化学组、分析化学组、物理化学
组等 5 个研究组，涵盖了化学的全部二级学科，

“逐步发展成为比较全面的化学研究所，逐步形
成在全国范围内的化学基础研究中心”，“成为不
断支援国家工业建设和不断提高化学理论水平
的中心”，是筹委会给新生的化学所的战略定位，
确立了化学所多学科、综合性的特色，注定了化
学所为国为民、经世报国的初心。

建所初期正值新中国热火朝天的建设时期，
化学所很快聚集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既有来自兄
弟单位的支援，更有大批留学欧美、苏联的青年
才俊加盟。建所初期化学所就取得了一批重要
科研成果，如蒋明谦领导的“有机分子结构与性
能间的定量关系———同系线性规律研究”，钱人

元领导的“高聚物结构、性能表征研究”，王葆仁
领导的“有机硅化学和有机硅材料系列的研究”
等等，这些成果获得了 1977 年中科院重大科技
成果奖、1978 年全国科技大会奖等奖项。

新时期：躬身践行“三个面向”

1998 年，中科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试点”，
化学所被列为首批启动的试点单位之一，成立了
中科院分子科学中心。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的
启动为化学所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践行中
科院新时期“三个面向”的办院方针和习总书记
提出的“四个率先”要求，化学所蓬勃发展。

“以基础研究为主，有重点地开展满足国家
重大战略需求的高技术研究，并与高新技术转
化相协调发展的多学科、综合性研究所”，化学所
的战略定位更加明确，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研究机
构目标正式提出。研究方向更加聚焦：分子与纳
米科学前沿、有机高分子材料、化学生物学、能源
与绿色化学，先进高分子材料基地，“四个领域一
个基地”的格局形成。

这个时期化学所科研成果丰硕，取得十多项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特别是“十二五”时期，
中国科学院实施了“一三五”规划，化学所在三个
重大突破、五个重点培育方向方面取得系列突破
性成果，使化学所成为了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

分子科学研究基地和支撑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战略科技力量。2015 年，在中科院开展的研究
所“十二五”任务书验收中，化学所的三个重大突
破、两个重点培育方向均被遴选为优秀，其中重
大突破“分子反应基础与器件”和“纳米绿色打印
制版技术”入选中科院 25 项“十二五”期间通用领
域重大科技成果及标志性进展。

2002 年以后，化学所发表的 SCI 论文数和
论文被 SCI 引用的篇数连续十多年名列全国
科研机构前列，显示了化学所原始创新的强劲
实力。

“千烟洲”：长征精神代代传

基金委出台
法律顾问工作规则

本报讯（记者甘晓）近日，记者从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获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法律顾
问工作规则》（以下简称《工作规则》）正式通过，将于
明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这一举措使基金委成为国
务院各组成部门和直属单位系统中率先出台有关法
律顾问工作管理办法的部门，标志着科学基金法治
化管理进入新阶段。

据基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随着依法治
国的步伐不断推进，建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受到了
中央的高度重视。国家层面出台的多个文件中都对
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形成了具体要求。同时，基金委的
工作涉及每年 200 亿元以上中央财政资金资助课题
的审批立项、监管、处罚等，涉及各类规范性文件的
出台，这些环节都需要由法律顾问进行合法性审查
与法律风险的防范。

为此，基金委在 1 年多的充分调研基础上，及时
完成了《工作规则》的制定。“其出台不仅是落实十八
届四中全会的要求，推进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政府
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推进科学基金管理法治化，健全
法律风险防控机制的重要途径。”该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工作规则》共五章四十三条，对基金委
法律顾问的模式、职责、聘任方式与条件、工作方式
与管理、监督保障，以及公职律师制度等各个方面作
出了详细规定。规则紧紧围绕科学基金特色，将基金
委的重大决策行为、规范性文件的制定、重大执法决
定等均纳入法律顾问的合法性审查范围，以确保基
金委在有关项目资助管理方面立法、决策与执法行
为的合法性。

明年 1 月 1 日生效后，基金委将正式聘请专家、
学者、律师作为外部法律顾问，与内部法制机构一
起，优势互补、发挥合力，推进科学基金法治化管理
迈上新的台阶。

本报讯（记者丁佳）日前，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
科学中心举行了第十九次院士大会。本次院士大会
重点讨论了如何建设国际丝绸之路科学院的问题。

国际欧亚科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科学中心主席
蒋正华指出，自“一带一路”战略得到了 100 多个国
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以来，中国在全球治理体
系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得到进一步加强。按照“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发
展体制，在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新型城镇
化、生态文明建设、民生保障、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
成效显著，中国综合实力得到了较大提升。

据蒋正华透露，经过中国科学中心与哈萨克斯
坦国家自然科学院、俄罗斯自然科学院等多国科技
机构的共同努力，建设国际丝绸之路科学院的工作
取得重大进展。这项工作也得到了科技部、中国科学
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的大力支持。

本次院士大会根据国际欧亚科学院章程，经过
严格的程序，增选出 18 位院士，经总部批准后，他们
将正式成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科院、中国科协
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了本次院士大会。

国际欧亚科学院
中国院士大会召开

10 月 24 日，在湖北长江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志愿者谢守军（左一）帮助工作人员为
长江江豚“天天”进行体检。

当日是国际淡水豚日，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与湖北长江天鹅洲白鱀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合作研究保护长江江豚，使长江江豚迁地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新华社记者戚恒摄

姻本报记者崔雪芹

“千烟洲生态试验站的建立与发展，本身
就是一场长征。”这句话被红军长征的出发地、
中科院江西千烟洲生态试验站的每个人挂在
嘴边。

10 月 20 日，老中青三代试验站科研人
员，与前来慰问的中科院党组成员、工会主
席、京区党委书记何岩一行，共同见证了纪念

红军长征 80 周年“长征路上科苑人”活动正
式启动。

“千烟洲模式”

“长期以来，伟大的长征精神激励着中科
院广大科技工作者不懈奋斗，现在我们脚下
的千烟洲，经过一代代科研工作者夜以继日
的努力，已经成为我国南方红壤丘陵山区林
学和生态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基地和开发示范
的主要平台，这是驻扎在红土地上的科苑人
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成就。”何岩来到这里后有
感而发。

说到江西千烟洲生态试验站，不得不提到
中国科学院原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组织
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南方山区综合科学考察
队”（简称南方队）。这个考察队自 1979 年成
立，历时 10 年对我国南方亚热带丘陵山区 9
省的资源、环境、经济进行了综合考察研究。千
烟洲是当时四大综合科学考察队唯一开展检

验科考结论的试验示范基地。
为了更好地将科学理论应用于生产实践，南

方队选择了这块条件极为恶劣的红土地进行综
合试验示范，从而诞生了中科院—江西省千烟洲
红壤丘陵综合开发试验站。

1984 年到 1994 年的 10 年间，试验站创
建的“丘上林草丘间塘，河谷滩地果鱼粮”的

“千烟洲模式”，在江西省 38 处示范点推广，
面积达 40 万亩。该项成果后来荣获多项国家
奖励，并作为南方红壤丘陵区生态环境与经
济综合发展的典型范例写入高中地理教科
书。

进入 21 世纪，中科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
以来，试验站注重示范研究，而基础理论研究
能力不强，曾一度转入低谷，中科院地理资源
所领导与专家一次次开会论证试验站的着力
点究竟应该定位在哪里？这又是一场艰难、漫
长的摸索过程。

而这一新时期的科研目标在得到中科院领
导的支持后，以人工林科研与技术支撑为契机，

为试验站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几代人诉说“长征路”

从第一任站长李文华院士算起，30 年间，
试验站已经产生了 6 任站长。

其中，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地理科
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江西千烟洲生态试验
站站长王辉民已经与试验站打了 10 年的交
道。他一直用“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描述自己
的工作，并把千烟洲站的发展历程比喻成新时
期的长征。

初到千烟洲，第二任站长程彤的出现，让
大家略感意外。这位 80 岁的老人精神饱满，退
休后依旧每年都来此地住一段时间。“现在哪
怕让我管管钥匙，写写站上日志，对我来说也
是件幸福的事情。”他说。 （下转第 2 版）

编者按：

为纪念红军长征 80 周年，本报
特别选取了长征路上几个具有代
表性的中科院野外台站、基地，梳
理它们不平凡的建设发展历程，借
此见证中科院人的责任与使命，传
承新时代的长征精神。

编者按：

“长征路上科苑人”（一）

（下转第 2 版）

中科院化学所中关村园区规划图

六十载勇攀高峰 创分子科学新天地
写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建所 60 周年之际

国内外多种高水平学术期刊出版专辑，庆祝化学所建所 60 周年

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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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1.8 化学所活体层次定量获取化学信号相关成果荣获2015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8 化学所名誉教授Peter J. Stang荣获201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8 化学所与武汉分院进行管理工作交流

1.13 化学所召开战略规划委员会会议

1.14 化学所宋延林研究员荣获中国科学院先进工作者

1.14 化学所侯剑辉研究员荣获2015年度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

1.18 化学所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大学2015年度新闻传播先进单位

1.22 化学所举办2016年“春华秋实”新春晚会

1.27 白春礼院长到化学所春节慰问杨淑霞同志

1.29 化学所召开2016年学术委员会会议

二月

2.2 化学所所领导到天津武清基地检查工作

2.19
化学所张德清研究员等完成的项目“响应性功能分子的设计合成与性质研究”获得2015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一等
奖，唐亚林研究员等完成的项目“基于谱学技术和组学原理的中药物质基础研究的技术体系构建及应用”获得2015
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2.25 2016年“亚洲核心计划冬季学校”在化学所成功举办

三月

3.8 化学所举行“三八妇女节”献花活动

3.15 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Xin-Liang Feng教授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前沿讲座

3.23 化学所被评为中国科学院体协“全民健身日”活动先进单位

3.23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学术报告 —— 法国巴黎高师Christian Amatore教授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前沿讲座

3.24 认真实施“率先行动”计划，进一步推进一流研究所建设 —— 化学所召开2016年度工作会议暨职工代表大会

3.25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学术报告 —— 法国巴黎高师Christian Amatore教授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前沿讲座

3.28 化学所召开党委会和党支部书记会议全面部署2016年党委年度重点工作

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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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

4.12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学术报告 —— 中科院上海有机所丁奎岭院士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论坛报告

4.20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学术报告 —— 苏州大学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迟力峰教授作分子科学前沿讲座

4.22 化学所许红梅同志被评为中国科学院离退休干部工作先进个人

4.24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活动 —— 化学所工会举办“科学健身，全民同行”健步走活动

4.25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学术报告 —— 北京师范大学方维海院士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论坛报告

4.25 化学所召开党委会进行“学党章，坚定理想信念”专题学习

4.26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青年学术论坛报告 —— 清华大学谢续明教授和复旦大学张凡教授受邀作青年学术论坛报告

4.28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活动 —— 化学所第十三屆“五四青年文化艺术节”开幕

五月

5.3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学术报告 —— 四川大学冯小明院士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论坛报告

5.10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青年学术论坛报告 —— 万立骏院士受邀作“青年学术论坛”报告

5.11
化学所建所60周年学术报告 —— 德国马普高分子研究所所长Hans-Juergen Butt教授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论
坛报告

5.12 化学所荣获北京市2015年度无偿献血工作先进单位

5.13 化学所纪委举办党风廉政建设专题报告会

5.16 化学所建所60周年学术报告 —— 北京大学高松院士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论坛报告

5.17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学术报告 —— 台湾大学陆天尧教授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前沿讲座

5.17 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刚一行调研化学所

5.19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青年学术论坛报告 —— 香港科技大学吴景深教授和长春应化所门永锋研究员受邀作青年学
术论坛报告

5.24 化学所王朝晖、赵永生、葛茂发3位研究员入选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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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

6.2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青年学术论坛报告 ——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吴忠帅研究员和北京师范大学张金星教
授受邀作青年学术论坛报告

6.3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青年学术论坛报告 ——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张其春副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荣星研究员
与石发展研究员受邀作青年学术论坛报告

6.7 北京分院王树志副院长一行调研化学所安全工作

6.14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学术报告 —— 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杨学明院士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论坛报告

6.17 激扬青春，放飞梦想 —— 化学所2016年研究生毕业典礼隆重举行

6.18 “东营•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未来产业论坛”在东营召开

6.23 化学所党委进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第二专题集中学习

6.23 “化学所 — 合肥物质院 — 生态环境中心 — 理化所 —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五所青年学术交流会”顺利举行

6.23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学术报告 —— 美国犹他大学Joel S. Miller教授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论坛报告

七月

7.10 追梦青春，相约今夏 —— 化学所2016年大学生夏令营活动圆满结束

7.14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学术报告 —— 德国哥廷根大学Lutz Ackermann教授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前沿讲座

7.15 国家重大科研装备研制项目启动会在化学所召开

7.15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学术报告 ——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Feng Gai教授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前沿讲座

7.15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学术报告 —— 英国剑桥大学Henning Sirringhaus教授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前沿讲座

7.20 化学所召开中层干部会议

7.20 化学所召开第二十六次研究生代表大会

7.21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学术报告 ——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Kam W. Leong教授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论坛报告

7.22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学术报告 —— 中国科技大学侯建国院士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论坛报告

7.29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 深圳大学青年学术交流会成功举办

八月

8.1 第一屆团簇与气溶胶化学研讨会成功举办

8.17 化学所赵永生研究员荣获第十四屆中国青年科技奖

8.26 化学所与中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举办合成树脂新材料研讨会

8.31 化学所于贵、方晓红、王树、王春儒、付红兵、杨振忠六位研究员入选国家“万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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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

9.2 中国科学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高鸿钧局长一行调研化学所

9.2 化学所隆重举行2016级新生开学典礼

9.5 化学所举行“海外人才走进化学所”活动

9.9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学术报告 —— 华东师范大学何鸣元院士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论坛报告

9.18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学术报告 —— 赵玉芬院士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论坛报告

9.20 化学所建所60周年学术报告 —— 上海有机所唐勇院士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论坛报告

9.23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学术报告 —— 上海交通大学齐飞教授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前沿讲座

9.28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学术报告 —— 英国诺丁汉大学Martyn Poliakoff 教授访问化学所作分子科学论坛报告

9.28 化学所党委进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第三专题集中学习

9.29 化学所举办2016年“庆中秋、迎国庆”游园会

十月

10.9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 ——ICCAS-RSC材料前沿学术研讨会顺利举行

10.11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学术报告 —— 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杨秀荣院士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论坛报告

10.12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学术报告 —— 大连化物所张玉奎院士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论坛报告

10.12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 —— 化学所成功举办“化工新材料”研讨会

10.12 化学所2015年度SCI收录论文被引用篇数和被引用次数位居全国科研机构榜首

10.13 “化学科学奖学/奖教金捐赠仪式暨化学所冠名奖学金签约仪式”在化学所举行

10.14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学术报告 —— 长春应化所安立佳院士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论坛报告

10.18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活动 —— 化学所工会成功举办2016年趣味运动会

10.20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学术报告 —— 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Michael B. Hall教授访问化学所作分子前沿讲座

10.20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学术报告 —— 北京大学席振峰院士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论坛报告

10.23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ICCAS-ACS分子科学前沿全球科技研讨会顺利召开

10.25 化学所荣获北京市控烟示范单位称号

10.26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建所六十周年纪念大会隆重举行

10.26 所领导在纪念建所六十周年之际看望老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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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

11.1 北京分子科学国家实验室（筹）召开2016年学术交流会

11.8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学术报告 —— 福建物构所洪茂椿院士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论坛报告

11.9 中德双边青年论坛在中科院化学所顺利举行

11.14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 廈门大学召开学术交流会

11.17 黄志镗院士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

11.25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学术报告 —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施剑林研究员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论坛报告

11.27 第七屆中科院化学所 — 长兴材料技术交流会成功举办

11.28 化学所党委进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第四专题集中学习

11.30 化学所召开科研经费管理沟通会

十二月

12.13 化学所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先进依托单位”称号

12.19 化学所举行2016年度优秀青年/研究员工作报告会

12.19 化学所第一届所级知识产权专员培训班成功开班

12.22 化学所建所60周年系列学术报告 ——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Aihua Xie教授访问化学所并作分子科学前沿讲座

12.22 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B类）“功能pi-体系的分子工程”2016年工作会议顺利召开

12.22 化学所召开“十三五”规划落实讨论会

12.28 化学所荣获“绿色印刷特别贡献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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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授权公告日 发明设计人

1
生物大分子的水凝胶生物支架及
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010237869.X 2016-04-13
李 峻 柏 ；杜 明 春 ；
崔岳

2
15位脱氨基13位直链氨基磺酸取
代竹红菌素衍生物及其制备方法
与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010273731.5 2016-03-02
邓虹 ；谢杰 ；
顾瑛 ；黄乃艳

3 一种喹唑啉衍生物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010521382.4 2016-01-27
汪福意 ；罗群 ；
纪丽云 ；郑伟 ；
吕爽

4
聚合物纳米纤维及其功能化 ╱ 杂
化材料的制备方法与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110108667.X 2016-07-06
杨振忠 ；倪伟 ；
梁福鑫 ；刘继广

5
含有双键的可生物降解脂肪族聚
酯均聚物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110322520.0 2016-02-10
郑柳春 ；李春成 ；
苏金勇 ；肖耀南 ；
张栋 ；管国虎

6

N ；N’-二烷基-14H-苯并[4 ；
5]异喹啉并[2 ；1-a]萘嵌间二氮
杂苯-14-酮-3 ；4 ；10 ；11-二
酰亚胺化合物及其制备方法与
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110373560.8 2016-03-16

于贵 ；朱敏亮 ；
张骥 ；陈华杰 ；
黄剑耀 ；郭云龙 ；
刘云圻

7 功能化淀粉纳米晶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210002142.2 2016-01-06
王才 ；潘则林 ；
赵萍 ；吴美琰

8
一种用于膀胱肿瘤灌注治疗的高
分子靶向药物载体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210037859.0 2016-03-23
甘志华 ；周丹华 ；
喻青松

9
一种表面含氨基、具有单孔中空
结构的有机硅微球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210040851.X 2016-01-27
杨晓丽 ；周青竹 ；
赵宁 ；张小莉 ；
徐坚

10
基于三芳基硼化合物的温度荧光
探针及其制备和用途

发明专利 ZL201210155128.6 2016-08-10
杨国强 ；冯娇 ；
王双青 ；李沙瑜 ；
胡睿

11
一种相分离共混聚合物界面张力
的测定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210159264.2 2016-03-09
邹发生 ；董侠 ；
韩志超

12
一种高强度再生纤维素材料的制
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210160796.8 2016-09-21
张军 ；吕玉霞 ；
徐波涛 ；武进

专利清单

2016年化学所专利申请授权情况

化学所 2016 年申请专利 312 项，其中国内申请 294 项，国际专利申请 18 项；获得授权专利 236 项，其中国内

专利 276 项，国际专利 1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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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授权公告日 发明设计人

13
表面具有微纳米结构的水下超疏
油聚合物膜的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210230606.5 2016-08-10
马永梅 ；曹新宇 ；
张京楠 ；江雷 ；
刘合梅

14
聚丙烯 ╱ 长碳链尼龙共混物及其
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210247315.7 2016-01-06

董侠 ；黄淼铭 ；
刘祥贵 ；傅东升 ；
赵莹 ；刘国明 ；
周勇 ；刘学新 ；
王笃金

15
利用分形结构的表面进行循环肿
瘤细胞的特异性捕获的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210330287.5 2016-08-10
王树涛 ；张鹏超 ；
陈立 ；江雷

16
基于联噻吩亚二吡咯及其衍生物
的共轭小分子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与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210336917.X 2016-08-24
张德清 ；刘子桐 ；
蔡政旭 ；王建国 ；
张关心

17 一种透明酸性皂基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210336988.X 2016-02-17

江龙 ；荣惠林 ；
李兴长 ；张雅坤 ；
李津如 ；徐之伟 ；
严泽民 ；刘天石 ；
周建青

18
带有纳米二氧化硅层的在水环境
下 具 有 透 明 性 的 材 料 及 其 制 备 
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210383155.9 2016-01-06
王树涛 ；杨高 ；
江雷

19
一种含N硅烷类化合物、其制备
方法及其用于丙烯聚合的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210387272.2 2016-03-23
李化毅 ；常贺飞 ；
张辽云 ；胡友良

20
聚乙二醇化壳聚糖基因转染试剂
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210390105.3 2016-02-24
杜立波 ；刘扬 ；
高艳利 ；贾宏瑛

21
一种提高全固态电储能器件充电
效率的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210395541.X 2016-04-20 刘必前

22
一种用于全固态电储能器件的正
电荷存储材料

发明专利 ZL201210395553.2 2016-01-13
任晓灵 ；王丽华 ；
何敏 ；汪前东

23
一种用于全固态电储能器件的电
子储存材料

发明专利 ZL201210395558.5 2016-02-24 刘必前

24
一种改性纳米SiO2粒子制备方法
与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210407160.9 2016-10-26
黄宇剑 ；周晓文 ；
方世璧 ；林原

25
离子 ╱ 空穴双传输通道分子有机
导体复合电解质及其制备方法与
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210407460.7 2016-09-07
黄宇剑 ；周晓文 ；
方世璧 ；林原

26
一种两亲嵌段季铵内盐驱油剂的
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210528027.9 2016-01-20

王金本 ；张裴 ；
史学峰 ；徐晓慧 ；
杨惠 ；于怀清 ；
闫海科 ；王毅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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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授权公告日 发明设计人

27
检测钠 ╱ 钾离子比的方法和试剂
盒以及系统

发明专利 ZL201210553125.8 2016-03-16
孙红霞 ；唐亚林 ；
向俊锋 ；杨千帆 ；
管爱娇 ；刘岩

28
一种在绝缘材料上生长单晶石墨
烯的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210581219.6 2016-01-20

刘云圻 ；陈建毅 ；
黄丽平 ；薛运周 ；
耿德超 ；罗庇荣 ；
武斌 ；郭云龙 ；
于贵

29 一种透明聚酰胺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210592812.0 2016-05-25
马永梅 ；彭中樑 ；
曹新宇 ；赵斌 ；
贺丹

30
一种灵敏的辉光放电直接离子化
方法及其装置

发明专利 ZL201310007026.4 2016-03-23
聂宗秀 ；周跃明 ；
张宁 ；熊彩侨

31 一种韧性尼龙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310029681.X 2016-08-10
马永梅 ；彭中樑 ；
曹新宇 ；贺丹 ；
赵斌

32
抗冷凝水防结冰表面 ；其制备方
法及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310032734.3 2016-06-15
张巧兰 ；何敏 ；
王健君 ；宋延林

33
喷墨打印的光子晶体图案及其光
子晶体图案的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310078516.3 2016-03-09
邝旻翾 ；王京霞 ；
宋延林

34
喷墨打印制备连续光子晶体图案
的方法及连续光子晶体图案

发明专利 ZL201310078735.1 2016-03-09
刘美金 ；王京霞 ；
宋延林

35
一 种 天 然 海 产 品 保 鲜 剂 的 制 备 
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310081187.8 2016-05-11
姚建年 ；陆振欢 ；
詹传郎

36
一种聚乳酸复合物及其成型制
品、制备方法、及其用途

发明专利 ZL201310090619.1 2016-08-31

熊祖江 ；张秀芹 ；
刘国明 ；董侠 ；
文韬 ；王锐 ；
王笃金

37
一种二级碳氢键选择性氧化的铁
配合物光催化剂

发明专利 ZL201310110509.7 2016-05-25
赵进才 ；马万红 ；
籍宏伟 ；陈春城

38
一种太阳能光伏组件用的玻璃钢
型材

发明专利 ZL201310112048.7 2016-03-02
董学通 ；储智众 ；
刘小芳 ；赵宁 ；
朱唐 ；郭靖 ；徐坚

39
一类新的硅氮化合物的合成及 
用途

发明专利 ZL201310112100.9 2016-01-27
张志杰 ；郝开强 ；
谭永霞 ；谢择民 ；
戴丽娜 ；谢江

40
一种基于上转换荧光 ╱ 磁性纳米
颗粒的免疫层析试纸及其制备 
方法

发明专利 ZL 201310124432.9 2016-06-01
高明远 ；刘春艳 ；
侯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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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授权公告日 发明设计人

41
一类普鲁士蓝类配合物 ╱ 碳复合
材料的制备方法及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310128174.1 2016-08-10
郭玉国 ；吴兴隆 ；
尤雅 ；万立骏

42 一种铱纳米团簇的制备及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310128428.X 2016-01-06
毛兰群 ；杨丽芬 ；
姜琴

43
二吡咯硼烷类化合物(BODIPY)及
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310128494.7 2016-02-24
王双青 ；杨国强 ；
胡德辉 ；冯娇 ；
马金石

44
一类多取代二氢吡啶 － 4 － 酮类
化合物的合成及抗肿瘤活性

发明专利 ZL201310134018.6 2016-01-27 王梅祥 ；雷川虎

45
并四苯四羧酸二酰亚胺类和它们
的制备

发明专利 ZL201310137023.2 2016-04-13 王朝晖 ；岳晚

46
适合热熔法制备碳纤维增强复合
材料预浸料的高强高韧环氧树脂
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310146582.X 2016-08-10
何佩佩 ；杨欣 ；
赵晓娟 ；张茵 ；
黄伟

47
具有超疏水性的移液枪枪头及其
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310150523.X 2016-08-10
董智超 ；马杰 ；
江雷

48
埃洛石纳米管的表面改性处理 
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310153817.8 2016-05-11

孙攀 ；刘学新 ；
赵莹 ；董侠 ；
周勇 ；苏允兰 ；
王笃金

49 一种苯环氘代的聚酯的合成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310164493.8 2016-03-09
王 明 吉 ；袁 光 萃 ；
韩志超

50
光子晶体材料在质谱分析检测中
的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310166884.3 2016-08-03
舒 春 英 ；李 书 沐 ；
王春儒

51
一种制备2 ；3 － 二脱氧核糖及
2 ；3 － 二脱氧 － 2 ；3 － 二脱氢
核糖的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310173117.5 2016-04-06
俞 初 一 ；余 官 能 ；
贾 月 梅 ；胡 祥 国 ；
李意羡

52 钠 － 硒电池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310175228.X 2016-09-21
郭玉国 ；辛森 ；
殷雅侠 ；万立骏

53
一类新型线形可溶性含硫原子的
并 五 苯 衍 生 物 及 其 制 备 方 法 与 
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310181817.9 2016-02-24
于贵 ；张卫锋 ；
王丽萍 ；罗皓 ；
刘云圻

54
金属Janus纳米颗粒及其制备 
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310208318.4 2016-06-29 吕冬梅 ；梁福鑫

55
一种聚合物模板制作方法及在场
效应晶体管中的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310218406.2 2016-01-20
胡文平 ；江浪 ；
董焕丽 ；纪德洋 ；
王宗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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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脂肪族聚碳酸酯 － 芳香族聚酯共
聚物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310239314.2 2016-05-11

张洁 ；朱文祥 ；
李春成 ；张栋 ；
管国虎 ；肖耀南 ；
郑柳春

57
金属纳米线的定向有序排列的 
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310245184.3 2016-08-10 王京霞 ；宋延林

58
双环戊二烯基碱土金属硫醇盐及
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310249987.6 2016-05-11 刘晓明 ；马永梅

59
一种木质素改性酚醛树脂、泡沫
塑料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310259451.2 2016-08-10
赵彤 ；姜晓文 ；
李昊 ；刘哲 ；
高建伟 ；田昶斌

60
一种疏水性材料及其在胶印印刷
版材制备中的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310259555.3 2016-04-13 周海华 ；宋延林

61
一种聚合物纳米复合光学材料的
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310262967.2 2016-09-21
赵永生 ；谷建民 ；
闫永丽 ；姚建年

62
一种有机 ╱ 金属纳米线异质结的
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310263266.0 2016-11-02
赵永生 ；李勇军 ；
闫永丽 ；姚建年

63 巯酯酸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310277059.0 2016-01-06 刘晓明 ；马永梅

64 一种新型锂离子电池 发明专利 ZL201310295746.5 2016-08-10
郭玉国 ；殷雅侠 ；
叶欢 ；辛森 ；
万立骏

65
一种有效调节共轭聚合物分子能
级的方法及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310302374.4 2016-01-20
张茂杰 ；国霞 ；
侯剑辉

66
聚碳酸亚丙酯 ╱ 纤维素复合材料
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310308830.6 2016-01-06
马永梅 ；安晶晶 ；
曹新宇 ；王佛松

67
一种粘度均匀、窄分子量分布的
丙烯腈共聚物纺丝液及其快速稳
定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310320102.7 2016-05-11

肖耀南 ；李春成 ；
徐坚 ；朱文祥 ；
管国虎 ；张栋 ；
郑柳春

68 锂 － 硫电池用隔膜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310349552.9 2016-03-23
郭玉国 ；辛森 ；
殷雅侠 ；万立骏

69
一种基于芳基二胺的胺基硅烷化
合物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310350590.6 2016-02-24
徐彩虹 ；林先凯 ；
罗永明

70
一种用于光学质谱仪的多通道光
成像激光电离源

发明专利 ZL201310350596.3 2016-01-13
聂宗秀 ；何清 ；
陈素明 ；袁景和 ；
方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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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具有微孔结构的透气人造PVC革
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310370192.0 2016-01-06
马永梅 ；赵斌 ；
成惠民 ；刘晓明 ；
曹新宇

72

基于1 ；4 － 二乙炔基苯类低聚衍
生物的超薄膜场效应晶体管的制
备及其在高灵敏度氨气传感中的
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310384397.4 2016-01-13

孟青 ；张凤娇 ；
臧亚萍 ；邹业 ；
狄重安 ；胡文平 ；
朱道本

73
一种利用邻二醇离子液体促进尿
素与甲醇合成碳酸二甲酯的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310394760.0 2016-09-28
张兆富 ；韩布兴 ；
吴从意 ；马珺 ；
宋金良 ；樊红雷

74
一类高效、抗迁移受阻酚抗氧剂
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310403250.5 2016-01-20
李化毅 ；张勇杰 ；
胡友良

75
一种全钒液流电池隔膜及其制备
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310407973.2 2016-10-19
王丽华 ；丁跃 ；
刘必前

76
用于制备以淀粉为基质的硬胶囊
的增韧成型助剂和用途

发明专利 ZL201310435939.6 2016-05-25
丁赤民 ；闫丰文 ；
袁国卿 ；闫芳

77
一种核壳材料促进Hela细胞生长
的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310451124.7 2016-02-24
江龙 ；李晓琴 ；
李津如

78 一种温度敏感涂料 发明专利 ZL201310464455.4 2016-10-05

金熹高 ；王志栋 ；
於国伟 ；屈小中 ；
史燚 ；金毕青 ；
刘治田 ；陈柳生

79
基于蒽醌及蒽醌衍生物为可见光
MALDI基质的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310495322.3 2016-02-24
聂宗秀 ；何清 ；
陈素明 ；熊彩侨 ；
侯剑 ；王佳宁

80 环保型水性油墨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310507628.6 2016-08-17
王旭朋 ；宋延林 ；
李阳

81
透明薄膜紫外光探测器及其制备
方法与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310521558.X 2016-02-24 靳志文 ；王吉政

82
一种三维花状微纳分级结构钴铝
水滑石材料以及制备方法与催化
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310526101.8 2016-03-16 宋卫国 ；曹昌燕

83
一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碳层可
控包覆的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310537745.7 2016-02-24
曹安民 ；池子翔 ；
万立骏

84
一套加工高分辨率金属电极的 
工艺

发明专利 ZL201310565869.6 2016-02-10
刘云圻 ；王翰林 ；
张磊 ；胡文平 ；
于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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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胺基 ╱ 氧化胺修饰的苝二酰亚胺
衍生物的制备与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310566230.X 2016-05-25
张志国 ；王吉政 ；
靳志文 ；李永舫

86
超分辨共聚焦光学显微镜与二次
离子质谱联用系统

发明专利 ZL201310576457.2 2016-08-24
袁景和 ；于建强 ；
赵立波 ；吴魁 ；
方晓红 ；汪福意

87
含功能化淀粉纳米晶的可生物降
解 聚 酯 纳 米 复 合 材 料 及 其 制 备 
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310581156.9 2016-01-06
王才 ；潘则林 ；
赵萍 ；吴美琰

88
一类基于三苯胺 － 苝二酰亚胺的
星型三维共轭分子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310594918.9 2016-08-17 占肖卫 ；林禹泽

89
一种具有良好离子整流性的聚酰
亚 胺 与 氧 化 铝 复 合 多 孔 膜 制 备 
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310597736.7 2016-01-06
江雷 ；韩克玉 ；
衡利苹

90
氧化铟锡纳米线阵列及其复合
物、制备方法及其在太阳能电池
中的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310613182.5 2016-04-27
胡劲松 ；姜岩 ；
宋卫国

91
一种磷酸钛纳米材料的制备技术
及其在水处理方面的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310646042.8 2016-02-24
王春儒 ；蒋礼 ；
王雪云 ；蔡建华

92 一种荧光标记金纳米颗粒的技术 发明专利 ZL201310651856.0 2016-05-18
孙红霞 ；唐亚林 ；
张素格

93
一种三维制造方法及其在柔版制
备中的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310656776.4 2016-01-20 周海华 ；宋延林

94 离子双向引入的四极杆质谱系统 发明专利 ZL201310665181.5 2016-03-23
聂宗秀 ；侯剑 ；
熊彩侨 ；张宁 ；
何清

95
二苯并咪唑联咔唑类化合物在对
核酸G － 四链体结构的识别及在
抗肿瘤中的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310693101.7 2016-05-11
上官棣华 ；金冰 ；
刘祥军 ；王林林 ；
张楠

96
一种基于乙烯四硫醇亚铜的有机
热电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310717788.3 2016-04-20
盛鹏 ；孙祎萌 ；
徐伟 ；朱道本

97
一种动物毛发接枝聚丙烯基胺肟
纤维材料及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310722838.7 2016-08-10
刘瑞刚 ；曹春 ；
康宏亮 ；李伟伟 ；
黄勇

98
聚丙烯腈基碳纤维原丝制备过程
中的新牵伸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310722848.0 2016-06-22
刘瑞刚 ；徐坚 ；
康宏亮 ；黄勇

99
氮掺杂多孔碳包覆碳纳米管复合
材料、制备方法、及其作为氧还
原催化剂的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310744536.X 2016-01-06
胡劲松 ；万立骏 ；
江文杰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2016 年年报

60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授权公告日 发明设计人

100
一种AB型1-3层石墨烯的常压可
控生长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004425.X 2016-03-23
王栋 ；李景 ；
万立骏

101 一种热功率测量装置 发明专利 ZL201410005137.6 2016-03-23 张武寿 ；王龙

102
一种具有低温电荷检测器的离子
阱颗粒质谱仪

发明专利 ZL201410005139.5 2016-03-16
聂宗秀 ；占铃鹏 ；
熊彩侨 ；刘保湘 ；
张宁

103 一种长寿命锂离子硒电池 发明专利 ZL201410006671.9 2016-06-22
郭玉国 ；叶欢 ；
殷雅侠 ；万立骏

104
一种剪式液芯耦合表面等离子体
共振成像分析仪

发明专利 ZL201410017895.X 2016-04-13 许吉英 ；陈义

105 一种微阵列点样装置 发明专利 ZL201410018076.7 2016-05-11 许吉英 ；陈义

106
一种表面等离子体共振耦合光学
元件

发明专利 ZL201410018681.4 2016-01-20 许吉英 ；陈义

107
一种单组分杂化水性防覆冰涂料
及其涂层的制备方法与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410019362.5 2016-06-15
王健君 ；吕健勇 ；
窦仁美 ；宋延林

108
一种铅离子浓度检测方法及试 
剂盒

发明专利 ZL201410020135.4 2016-01-27
孙红霞 ；于丽佳 ；
唐亚林 ；杨千帆 ；
张素格 ；史运华

109
芘 － 4 ；5 ；9 ；10 － 四亚胺双核
镍催化剂的制备方法及其在乙烯
聚合中的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410024754.0 2016-08-17
邢其锋 ；宋奎峰 ；
杜世振 ；孙文华

110
一种具有高熔断温度的锂离子电
池隔膜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029227.9 2016-10-09
吴杰 ；刘必前 ；
叶钢

111
一种聚噻吩衍生物及其制备方法
与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410032435.4 2016-03-23
张茂杰 ；国霞 ；
侯剑辉

112 树枝状聚缩酮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035950.8 2016-03-09 吴德成 ；黄达

113 再生纤维素超滤膜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041473.6 2016-04-13 汪前东 ；何敏

114
以N － 甲基吗啉氧化物为溶剂制
备再生纤维素纳滤膜的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041801.2 2016-02-24 汪前东 ；何敏

115
磁性多孔纤维素球吸附剂及其制
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049559.3 2016-03-02
葛茂发 ；于晓琳 ；
佟胜睿

116
一类可在非芳香非卤溶剂中溶液
加工的共轭聚合物材料的制备及
其用途

发明专利 ZL201410053489.9 2016-09-21
陈宇 ；张少青 ；
侯剑辉

117
一种体外促进人间充质干细胞增
殖的PS@Au核壳结构的制备

发明专利 ZL201410064532.1 2016-04-13
江龙 ；王清叶 ；
张建平 ；李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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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激光响应光致移动的一维有机半
导体微米器件

发明专利 ZL201410065003.3 2016-05-11
车延科 ；张一帆 ；
庞喜斌 ；籍宏伟 ；
赵进才

119
二维共轭聚合物的一种有效修饰
方法及其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410065461.7 2016-07-06
叶龙 ；侯剑辉 ；
张少青

120
有机无机杂化室温金属性的分子
磁体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072055.3 2016-06-22 张斌 ；朱道本

121
一种生物活性纳米粒子及其制备
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072292.X 2016-08-31
邱东 ；王晨 ；
谢玥 ；李爱玲

122
一种中空亚微米球及其制备方法
与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410072478.5 2016-02-24
邱东 ；关银燕 ；
张新萍 ；谢玥

123
一种在聚合反应釜中直接制备具
有长链支化结构特征的高熔体强
度聚丙烯树脂的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081297.9 2016-03-09
董金勇 ；师建军 ；
秦亚伟 ；牛慧

124
一种热固性邻苯二甲腈树脂及其
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085565.4 2016-09-28 周恒 ；赵彤 ；韩悦

125
金属有机配位聚合物热电材料的
合成与热电器件的制备

发明专利 ZL201410092823.1 2016-08-24
孙源慧 ；黄大真 ；
狄重安 ；徐伟 ；
朱道本

126
一种高比表面碳纤维及其制备方
法与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410092927.2 2016-01-20

127 功能性植物空心胶囊 发明专利 ZL201410093021.2 2016-08-24
袁国卿 ；闫丰文 ；
闫芳

128 功能性淀粉基质空心胶囊 发明专利 ZL201410093033.5 2016-05-11
袁国卿 ；闫丰文 ；
闫芳

129
水溶性三芳基硼化合物及其制备
方法和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410098721.0 2016-11-23
杨国强 ；李晓艳 ；
王双青 ；李沙瑜

130
一种新型锂离子电池电极材料及
其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410101204.4 2016-03-23
郭玉国 ；张娟 ；
殷雅侠

131
一种植物纤维素硬胶囊组合物及
其制备的能迅速崩解的硬胶囊

发明专利 ZL201410129189.4 2016-08-17
王文辉 ；闫丰文 ；
袁国卿

132
一种用于制备硬胶囊的植物质胶
及其制备的硬胶囊

发明专利 ZL201410129728.4 2016-05-11 闫丰文 ；袁国卿

133

用于常温常压下CO2与邻氨基苯
腈类化合物反应合成喹唑啉 －
2 ；4(1H ；3H)-二酮类化合物的
离子液体催化剂

发明专利 ZL201410140337.2 2016-03-30
赵燕飞 ；于博 ；
杨珍珍 ；张宏晔 ；
杨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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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一种合成1 ；5 － 氨基醇的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141539.9 2016-08-31
王从洋 ；何若愚 ；
郑企雨 ；黄志镗

135
一种基于聚硅氮烷的活性填料制
备方法及其在有机硅胶粘剂中的
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410149605.7 2016-03-02
罗永明 ；郑佳旭 ；
徐彩虹

136
一种具有可控疏水、超疏水性的
高韧长碳链聚酰胺纤维及其制备
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171505.4 2016-05-11
董侠 ；王笃金 ；
刘学新 ；刘国明 ；
赵莹

137
一种用于制备空心胶囊的组合物
及其制备的淀粉基质空心胶囊

发明专利 ZL201410174687.0 2016-08-17 闫丰文 ；袁国卿

138
一种可用于3D打印的超高分子量
无规聚丙烯树脂及其制备方法和
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410181337.7 2016-08-24

董金勇 ；徐坚 ；
牛慧 ；秦亚伟 ；
王宁 ；李春成 ；
符文鑫 ；林学春 ；
马永梅 ；孙文华

139
一种可应用于3D打印的高分子量
尼龙粉体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181476.X 2016-11-30

马永梅 ；李春成 ；
符文鑫 ；郑鲲 ；
张京楠 ；曹新宇 ；
王佛松 ；林学春 ；
孙文华 ；徐坚 ；
董金勇

140
一种3D打印芳香族聚酯材料及其
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181487.8 2016-07-06

管国虎 ；孙文华 ；
徐坚 ；李春成 ；
朱文祥 ；郑柳春 ；
肖耀南 ；董金勇 ；
符文鑫 ；林学春 ；
马永梅

141
一种适合3D打印的点击化学改性
壳聚糖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181488.2 2016-02-24

李志波 ；董金勇 ；
李春成 ；王小实 ；
夏爽 ；盛力 ；
符文鑫 ；马永梅 ；
孙文华 ；徐坚

142
一种适合3D打印的分子量可控的
高分子量壳聚糖类材料及其成型
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181629.0 2016-02-24

李志波 ；董金勇 ；
李春成 ；王小实 ；
张树升 ；夏爽 ；
盛力 ；马永梅 ；
孙文华 ；徐坚

143
一种可用于3D打印的纳米粒子 ╱
聚丙烯无规共聚物复合树脂及其
制备方法和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410181642.6 2016-02-24

董金勇 ；徐坚 ；
王宁 ；牛慧 ；
秦亚伟 ；李春成 ；
符文鑫 ；林学春 ；
马永梅 ；孙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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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一种可用于3D打印的超高分子量
等规聚丙烯树脂及其制备方法和
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410181656.8 2016-06-15

董金勇 ；徐坚 ；
牛慧 ；秦亚伟 ；
王宁 ；李春成 ；
符文鑫 ；林学春 ；
马永梅 ；孙文华

145
一种可用于3D打印的导热高粘尼
龙粉体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181731.0 2016-09-21

马永梅 ；李春成 ；
符文鑫 ；郑鲲 ；
张京楠 ；曹新宇 ；
王佛松 ；林学春 ；
孙文华 ；徐坚 ；
董金勇

146
一种可应用于3D打印的导热高分
子量尼龙粉体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181764.5 2016-09-21

马永梅 ；李春成 ；
符文鑫 ；郑鲲 ；
张京楠 ；曹新宇 ；
王佛松 ；林学春 ；
孙文华 ；徐坚 ；
董金勇

147
一种适合3D打印的高性能聚酰亚
胺模 塑粉材料及其3D打印成型 
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181993.7 2016-02-24

李志波 ；董金勇 ；
李春成 ；盛力 ；
张树升 ；夏爽 ；
王小实 ；马永梅 ；
孙文华 ；徐坚

148
一种3D打印成型聚烯烃材料及其
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182309.7 2016-08-24
朱唐 ；郭靖 ；
沈衡 ；赵宁 ；徐坚

149
一种可用于3D打印的高粘尼龙粉
体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182347.2 2016-06-15

马永梅 ；李春成 ；
符文鑫 ；郑鲲 ；
张京楠 ；曹新宇 ；
王佛松 ；林学春 ；
孙文华 ；赵宁 ；
董金勇

150
一种用于3D打印的紫外光交联聚
合物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410182359.5 2016-02-24
朱唐 ；沈衡 ；
郭靖 ；赵宁 ；徐坚

151
一种可用于3D打印的高分子量聚
苯醚粉体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182374.X 2016-09-07

马永梅 ；林学春 ；
赵斌 ；张京楠 ；
曹新宇 ；孙文华 ；
赵宁 ；董金勇 ；
李春成 ；符文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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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一种可用于3D打印的高橡胶含量
的聚丙烯多相共聚物树脂及其制
备方法和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410182754.3 2016-08-24

董金勇 ；徐坚 ；
牛慧 ；秦亚伟 ；
王宁 ；李春成 ；
符文鑫 ；林学春 ；
马永梅 ；孙文华

153
一种用于3D打印的电子辐射交联
聚合物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制品

发明专利 ZL201410182836.8 2016-02-24
沈衡 ；朱唐 ；
郭靖 ；赵宁 ；徐坚

154
一种用于3D打印的丙烯腈 － 丁
二烯 － 苯乙烯(ABS)粉料及其制
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183125.2 2016-06-15

马永梅 ；符文鑫 ；
林学春 ；党小飞 ；
张京楠 ；曹新宇 ；
王佛松 ；孙文华 ；
赵宁 ；董金勇 ；
李春成

155
一种用于3D打印的高填充量微纳
粉体 ╱ 聚合物复合材料及其制备
方法和制品

发明专利 ZL201410183157.2 2016-02-24
沈衡 ；朱唐 ；
郭靖 ；赵宁 ；徐坚

156
一种用于3D打印的紫外辐射交联
聚合物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制品

发明专利 ZL201410183469.3 2016-02-24
郭靖 ；沈衡 ；
朱唐 ；赵宁 ；徐坚

157
一类可用于3D打印的高粘尼龙粉
体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183470.6 2016-10-26

马永梅 ；李春成 ；
符文鑫 ；郑鲲 ；
张京楠 ；曹新宇 ；
王佛松 ；林学春 ；
孙文华 ；徐坚 ；
董金勇

158
一种3D打印芳香族聚酯材料及其
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183505.6 2016-08-24

管国虎 ；孙文华 ；
徐坚 ；李春成 ；
朱文祥 ；郑柳春 ；
肖耀南 ；董金勇 ；
符文鑫 ；林学春 ；
马永梅

159
一种用于3D打印的组合物及其制
备方法和制品

发明专利 ZL201410183540.8 2016-02-24
沈衡 ；郭靖 ；
朱唐 ；赵宁 ；徐坚

160
一种可用于3D打印的具有双 －
二元粒径分布的丙烯腈 － 丁二烯

发明专利 ZL201410183551.6 2016-02-24

马永梅 ；符文鑫 ；
林学春 ；党小飞 ；
张京楠 ；曹新宇 ；
王佛松 ；孙文华 ；
赵宁 ；董金勇 ；
李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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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一种可用于3D打印的超高分子量
聚（甲基）丙烯酸酯粉体及其制备
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183552.0 2016-02-24

马永梅 ；符文鑫 ；
张晓丹 ；张京楠 ；
曹新宇 ；林学春 ；
孙文华 ；赵宁 ；
董金勇 ；李春成

162
一种3D打印用组合物及其配制和
使用方法以及制品

发明专利 ZL201410183560.5 2016-02-24

郭靖 ；沈衡 ；
朱唐 ；赵宁 ；
孙文华 ；董金勇 ；
李春成 ；符文鑫 ；
马永梅

163
一种含磷 － 硅聚合物的阻燃室温
硫化硅橡胶组合物

发明专利 ZL201410185883.8 2016-08-24

张志杰 ；郭胜立 ；
谭永霞 ；费华峰 ；
高希银 ；谢江 ；
谢择民

164
一种负载药物的可生物降解聚合
物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

发明专利 ZL201410200254.8 2016-04-20
吴德成 ；黄达 ；
杨飞

165
一种蜂窝夹芯复合结构材料及其
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211039.8 2016-04-06
汪东 ；沈衡 ；
赵宁 ；董海侠

166
一种亲和丙型病毒性肝炎核心蛋
白的核酸适体及其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410219472.6 2016-03-16
方晓红 ；张振 ；
赵子龙 ；徐丽 ；
董再再 ；赵立波

167
利用两步原子转移自由基聚合法
制备聚合物整体柱酶反应器

发明专利 ZL201410245118.0 2016-06-22
齐莉 ；李楠 ；
沈莹 ；乔娟

168
一种用于控制微管运动方向的轨
道的制备方法及其用途

发明专利 ZL201410261053.9 2016-03-23
李峻柏 ；李洁龄 ；
贾怡 ；冯熙云 ；
董伟光

169
一种光可控ATP生物合成体系及
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264588.1 2016-06-15

李峻柏 ；冯熙云 ；
蔡鹏 ；贾怡 ；
费进波 ；董伟光 ；
李洁龄

170 聚丙烯酸油墨树脂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270168.4 2016-05-25
王旭朋 ；宋延林 ；
王丽 ；李阳

171
聚1 － 丁 烯 成 核 剂 组 合 物 及 其 
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410271431.1 2016-08-17
李化毅 ；郑涛 ；
李倩 ；张辽云 ；
胡友良

172
一种二胺加成物交联剂、其制备
方法及其制备热可逆交联环氧树
脂及其复合物

发明专利 ZL201410273205.7 2016-08-31
刘国明 ；董侠 ；
刘学新 ；王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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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4 － 取代 － 喹啉 － 2 － 氨类化合
物的抗肿瘤活性

发明专利 ZL201410273254.0 2016-02-10
唐亚林 ；向俊锋 ；
刘岩

174
一种季铵盐表面改性的单分散聚
苯乙烯乳液制备方法及其及其制
备的单分散乳液

发明专利 ZL201410283783.9 2016-08-17
谷岩 ；闫丰文 ；
袁国卿 ；郭存悦

175
Pyridostatin类化合物的抗肿瘤
活性

发明专利 ZL201410292843.3 2016-03-02
唐亚林 ；向俊锋 ；
刘岩

176
一种溶酶体pH值检测试剂盒及其
专用荧光探针

发明专利 ZL201410301495.1 2016-08-24 马会民 ；万琼琼

177
利用分布式直流电场同时测定细
胞等颗粒物的淌度和介电淌度的
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305364.0 2016-05-25 陈义 ；朱秀珍

178
一种适合RTM成型的改性邻苯二
甲腈基酚醛树脂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306568.6 2016-08-17
罗振华 ；张勃兴 ；
李昊 ；赵彤

179
一种合成分子结构中SiH2和SiH1

比例可控的全氢聚硅氮烷及由其
制备疏水透明高硬度涂层的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315655.8 2016-11-09
张宗波 ；徐彩虹 ；
罗永明

180 一种矿物气溶胶发生系统 发明专利 ZL201410349943.5 2016-04-13
王炜罡 ；葛茂发 ；
周力

181 一种荧光检测银离子的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354030.2 2016-08-24
史运华 ；孙红霞 ；
唐亚林 ；杨千帆

182
手性伪核苷类化合物及其制备方
法与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410363338.3 2016-08-17
王梅祥 ；王德先 ；
陈鹏

183
一种葡萄糖响应的微管 － 驱动蛋
白运输体系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377456.X 2016-06-08
李峻柏 ；贾怡 ；
冯熙云 ；董伟光 ；
李洁龄

184
一种用于离子分子真空在线反应
与检测的质谱装置

发明专利 ZL201410442778.8 2016-06-08

聂宗秀 ；谢小波 ；
何清 ；侯剑 ；
陈素明 ；熊彩侨 ；
刘会会

185 变压化学气相沉积法制备石墨烯 发明专利 ZL201410455622.3 2016-05-18
于贵 ；罗庇荣 ；
耿德超 ；徐洁 ；
王华平

186
一种石墨烯基墨水及其喷墨打印
透明的图案化导电电极的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410472694.9 2016-07-20 李立宏 ；宋延林

187 一锅法制备金核壳材料的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490356.8 2016-09-07
江龙 ；王海飞 ；
鲁闻生 ；张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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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分散、纯化纳米金片的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498449.5 2016-03-23
江龙 ；郝敏佳 ；
鲁闻生

189
通过聚合后氧化法制备含砜基的
共轭聚合物及其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410531252.7 2016-09-21
侯剑辉 ；李荪荪 ；
张少青

190
一种碳纳米管复合材料及其制备
方法和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410555642.8 2016-06-29
胡劲松 ；郭琳 ；
万立骏

191
一种实时原位定量测定聚合物薄
膜内溶剂质量及其粘弹性的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609737.3 2016-09-07
褚虓 ；赵江 ；
杨京法

192
一种测定碱性磷酸酶活性的电化
学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653497.7 2016-09-07 毛兰群 ；姜琴

193
一种合成2 － 羰基 － 4 － 烯烃 －
5 － 溴 － 1 ；3 － 噁嗪的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725192.2 2016-06-15
史一安 ；黄虎 ；
潘洪杰 ；蔡玉东 ；
刘懋 ；田华

194
加成型硅橡胶用含硼增粘剂及制
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725194.1 2016-08-17
张志杰 ；张书豪 ；
张学忠 ；高希银 ；
汪倩 ；谢择民

195
一种氧化石墨 － 氮化碳复合材料
的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743566.3 2016-08-03
黄志军 ；袁国卿 ；
李峰波 ；陈兵峰

196
用于炔醇水合反应合成α － 羟基
酮类化合物的催化体系

发明专利 ZL201410743727.9 2016-07-13
赵燕飞 ；刘志敏 ；
杨珍珍 ；于博 ；
张宏晔 ；杨冠英

197
加成型硅橡胶用硼酸酯类增粘剂
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410748954.0 2016-10-12
张志杰 ；张书豪 ；
高希银 ；汪倩 ；
谢江 ；谢择民

198
一种非晶态铝氧化物吸附剂及其
制备方法与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410766322.7 2016-09-21
于晓琳 ；康东娟 ；
葛茂发

199
一种金包银 － 石墨烯基水性墨水
及其喷墨打印透明的图案化导电
电极的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410809715.1 2016-06-01
李立宏 ；宋延林 ；
冉为 ；李风煜

200
三芳基硼类荧光化合物及其制备
方法和用途

发明专利 ZL201410850055.1 2016-11-30
杨国强 ；郭旭东 ；
王双青 ；胡睿 ；
李沙瑜

201
用于卷烟烟气自由基清除的生物
酶纳米胶囊的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510014667.1 2016-06-08 刘立志 ；王铁

202
苯并[j]荧蒽衍生物及其制备方法
与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510023346.8 2016-03-23
陈传峰 ；李骁骏 ；
李猛 ；吕海燕

203
一种高透光率柔性聚酰亚胺基底
ITO导电薄膜的制备方法与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510102429.6 2016-11-09
范琳 ；温钰 ；
杨士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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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一种用尿素与低碳脂肪醇反应合
成碳酸烷基酯的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510111698.9 2016-06-22
张兆富 ；吴从意 ；
韩布兴 ；马珺 ；
宋金良 ；朱庆宫

205
本发明涉及一类侧链含氢键基团
共轭聚合物材料的制备及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510129245.9 2016-09-21
张德清 ；姚晶晶 ；
虞辰敏 ；刘子桐 ；
张关心

206
一种高抗冲及高加工流动性的芳
香族聚碳酸酯与脂肪族聚碳酸酯
的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510163338.3 2016-08-17
刘琛阳 ；赵体鹏 ；
张宝庆 ；朱文祥 ；
李春成 ；张洁

207
一种在纳米赤铁矿表面形成的
Fe-O活性物种及其制备方法和 
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510175147.9 2016-08-24
赵进才 ；吕艳阳 ；
陈春城 ；马万红 ；
籍宏伟

208
一种醇水溶改性聚酯油墨树脂及
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510191277.1 2016-08-24
王旭朋 ；宋延林 ；
杨明 ；刘云霞 ；
金小玲 ；秦明明

209 一种合成羟溴化合物的方法 发明专利 ZL201510249025.X 2016-09-21
史一安 ；张勋 ；
李静 ；田华

210
一维有机半导体纳米管及其制备
方法和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510303527.6 2016-10-19
赵进才 ；彭澄 ；
车延科

211
核酸适配体在识别并结合L选择
素中的应用

发明专利 ZL201510354158.3 2016-09-07
上官棣华 ；邴涛 ；
汪寅生 ；刘祥军

212 聚合反应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520566781.0 2016-02-24
高昀鋆 ；黄峰 ；
王笃金

213
一种表面增强红外光谱基底的制
备方法

实用新型 ZL201520876715.3 2016-03-16 王建平 ；刘静

214
一种模拟大气垂直温度梯度可调
型烟雾箱

实用新型 ZL201620203449.2 2016-12-14
佟胜睿 ；陈怡 ；
葛茂发

215
一种采用光固化技术的3D打印 
装置

实用新型 ZL201620362494.2 2016-11-02

崔可建 ；林学春 ；
刘瑞刚 ；马永梅 ；
孙文华 ；李屹 ；
张京楠 ；赵宁 ；
徐坚 ；董金勇 ；
李春成 ；符文鑫 ；
郭洪霞

216
用于低温的模拟真实大气环境反
应器

发明专利 ZL201620573441.5 2016-12-07
佟胜睿 ；侯思齐 ；
葛茂发

217
一种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的喹唑啉
衍生物、喹唑啉配合物蛋白激酶
抑制剂及它们的制备方法

欧洲 2634178 2016-08-24
汪福意 ；罗群 ；
纪丽云 ；郑伟 ；
吕爽 ；李鲜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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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专利号 授权公告日 发明设计人

218
喷墨打印直接制版的版材及喷墨
打印方法

欧洲 2572891 2016-03-02 周海华 ；宋延林

219
用于喷墨打印直接制版用铝版基
的涂料及其制法和应用

欧洲 2733183 2016-11-23
宋延林 ；杨明 ；
周海华

220
用于纳米材料打印直接制版的墨
水及其制备方法

欧洲 2727970 2016-11-16
周海华 ；邝旻翾 ；
宋延林

221
喷墨打印直接制版用UV固化墨水
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欧洲 2757133 2016-12-28
秦明明 ；周海华 ；
李英锋 ；宋延林

222
用于喷墨打印直接制版用铝版基
的涂料及其制法和应用

日本 5873555 2016-01-22
宋延林 ；杨明 ；
周海华

223
用于纳米材料打印直接制版的墨
水及其制备方法

日本 5937203 2016-05-20
周海华 ；邝旻翾 ；
宋延林

224
一种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的喹唑啉
衍生物、喹唑啉配合物蛋白激酶
抑制剂及它们的制备方法

美国 US 9 ；233 ；995 B2 2016-01-12
汪福意 ；罗群 ；
纪丽云 ；郑伟 ；
吕爽 ；李鲜婵

225
用于纳米材料打印直接制版的墨
水及其制备方法

美国 US 9 ；296 ；909 B2 2016-03-29
周海华 ；邝旻翾 ；
宋延林

226
用于喷墨打印直接制版用铝版基
的涂料及其制法和应用

美国 US 9 ；493 ；672 B2 2016-11-15
宋延林 ；杨明 ；
周海华

227
含有双酚A的框架的分子玻璃光
阻剂的制备方法与应用

美国 US 9 ；454 ；076 B2 2016-09-27
杨国强 ；许箭 ；
陈力

228
含有双酚A的框架的分子玻璃光
阻剂的制备方法与应用

日本 5977842 2016-07-29
杨国强 ；许箭 ；
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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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号 姓名 申请学位 指导教师 学科专业 论文题目

201018003208156 鹿浩 博士 刘琛阳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石墨烯复合气凝胶的结构与性能

201118003208127 吴锋 博士 边文生 物理化学 丙二醛隧穿异构体隧穿分裂的量子动力学研究

201118003208059 潘洪杰 博士 史一安 有机化学 不对称溴胺环化和不对称转氨化反应研究

201118003208017 李丽红 博士
马会民

（史文）
分析化学 若干酶活性荧光探针的设计、合成及应用

201118003208159 刘嘉贤 博士 杨振忠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Janus复合颗粒

201118003208106 李阳 博士 夏安东 物理化学
分子聚集体中生色团之间相互作用的光谱学 
研究

201118003208079 甄静茹 博士 黄志镗 有机化学
基于环三藜芦烃衍生物的多孔材料的构筑及其
性能的研究

201118003208163 梅道红 博士
严大东

（邱东）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若干高分子扩散界面的结构和相互作用的自洽
场研究

201118003208102 李景 博士 万立骏 物理化学 石墨烯的常压可控生长与化学结构修饰

201118003208097 姜博 博士
姚建年

（詹传郎）
物理化学

有机太阳能电池活性层微观形貌的调控及其光
伏性能研究

201118003208129 杨春鹏 博士 郭玉国 物理化学
用于金属锂二次电池的硫属单质正极和金属锂
负极研究

201118003208028 张宁 博士 聂宗秀 分析化学
单颗纳米颗粒质谱仪的构建及常压质谱电离源
的应用

201118003208126 吴波 博士 王春儒 物理化学
钪系金属富勒烯电子自旋与光激发电子动力学
研究

201118003208137 章宇超 博士
赵进才

（马万红）
物理化学

非金属掺杂及界面质子转移对α-Fe2O3光电化
学氧化水的调控研究

201118003208167 宋妍 博士
王笃金

（张秀芹）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立构复合晶的剪切调控机理及对聚乳酸的改性
研究

201118003208060 秦岩 博士
程津培

（罗三中）
有机化学

仿生邻二醌催化的胺类化合物α位sp3C-H键官
能化反应

201118003208124 王晓鹏 博士 赵彤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具有纳米尺度微结构碳材料的构建及其应用探
索研究

201118003208160 刘祥贵 博士
王笃金

（董侠）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剪切场下弹性体共混物 － 填料三元共混体系相
行为的流变学研究

学位论文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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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号 姓名 申请学位 指导教师 学科专业 论文题目

201118003208085 常巍 博士
赵进才

（马万红）
物理化学

二氧化钛光催化还原非吸附性芳基卤代物的机
理研究

201118003208105 李霞 博士
张存浩

（郭源）
物理化学

和频光谱研究空气 ╱ 电解质溶液界面的取向和
结构及空气 ╱ PNIPAM/H2O界面的相变行为

201218003208125 王静 博士
葛茂发

（王炜罡）
物理化学 典型VOCs与大气氧化剂的反应过程研究

201218003208127 王宗瑞 博士
胡文平

（董焕丽）
物理化学 分子尺度器件的研究

201218003208054 刘伟刚 博士 史一安 有机化学 基于卤鎓离子的烯烃不对称卤化反应研究

201218003208064 荣潮 博士 史一安 有机化学
不对称Michael加成与Michael加成 ╱ 转氨化串
联反应研究

201218003208147 张鹏超 博士 江雷 物理化学 仿生凝胶材料的特殊浸润性及应用研究

201218003208099 付小龙 博士
胡文平

（董焕丽）
物理化学 电子皮肤导向的光电材料合成与器件构筑研究

201218003208029 刘素彦 博士 汪福意 分析化学
基于质谱的有机金属钌抗癌化合物作用机理 
研究

201218003208067 孙源慧 博士 朱道本 有机化学 N型有机热电材料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201218003208143 于鹏云 博士 王建平 物理化学 过渡金属配合物的超快二维红外光谱研究

201218003208061 钱宝琛 博士 俞初一 有机化学
苦马豆素和甜叶菊碱的合成及糖苷酶抑活性 
研究

201218003208032 漆贺同 博士
毛兰群

（于萍）
分析化学 基于石墨炔、碳量子点的分析化学基础研究

201218003208172 孙攀 博士 王笃金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埃洛石纳米管改性及增韧环氧树脂和碳纤维复
合材料研究

201218003208071 王光霞 博士 车延科 有机化学 旋转型单分子机器

201218003208075 徐立谦 博士 郑企雨 有机化学 新型共价有机框架材料的构建及性能研究

201218003208030 柳影 博士
上官棣华

（刘祥军）
分析化学 功能型荧光小分子的设计、合成及应用

201218003208176 温钰 博士
杨士勇

（范琳）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ITO/PI柔性透明导电薄膜制备方法与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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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号 姓名 申请学位 指导教师 学科专业 论文题目

201218003208131 徐春晖 博士 胡文平 物理化学
二维有机半导体晶态材料的制备及其场效应性
能研究

201218003208100 郭玉珍 博士 宋延林 物理化学
喷墨打印的Rayleigh失稳控制与功能器件制备
研究

201218003208089 张勋 博士 史一安 有机化学 基于卤鎓离子的烯烃官能团化反应研究

201218003208072 王洪耀 博士 俞初一 有机化学
多羟基去甲基托品烷的合成及其糖苷酶抑制活
性的研究

201218003208104 李冬至 博士
佟振合

（宋恺）
物理化学 多功能胶体颗粒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201218003208118 马东阁 博士 赵进才 物理化学
二氧化钛光催化选择性有机转化反应及其机理
研究

201218003208105 李冠男 博士
江雷

（田野）
物理化学

基于分形纳米二氧化硅的细胞可控粘附界面的
研究

201218003208164 李晨蔚 博士 刘琛阳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高回弹性石墨烯气凝胶及其复合材料的结构与
性能

201218003208148 张文静 博士 郑卫军 物理化学
羧酸钠与亚硝酸钠在水中溶解的微观机理以及
羧酸钠二聚体分子与水的相互作用研究

201218003208038 张扬 博士
汪福意

（罗群）
分析化学

多靶点铂基抗肿瘤化合物的设计合成、生物活
性与作用机理研究

201218003208037 张楠 博士 上官棣华 分析化学 核酸适体用于肿瘤的识别及增殖抑制研究

201218003208085 张骥 博士 于贵 有机化学 烷氧基取代苯并噻吩晶体管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201318003208011 李萍萍 博士
邱东

（刘瑞刚）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二茂铁基纤维素功能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201318003208009 韩悦 博士 赵彤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碳纳米管增强复合材料的制备工艺、结构及性
能研究

201318003208023 张健 博士 吴德成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医用可降解纳米粒子及其掺杂材料的制备与应
用研究

201318003208018 汪东 博士 徐坚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聚合物基阻尼材料的结构设计及功能化研究

201318003208019 夏清华 博士 韩志超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多功能静电纺丝复合膜材料的生物应用及临床
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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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号 姓名 申请学位 指导教师 学科专业 论文题目

201318003208026 朱智超 博士
邱东

（向俊锋）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基于小分子探针的动力学原位研究高分子在胶
体粒子表面的吸附

201318003222027 章翰堂 博士 胡文平 材料学 基于有机单晶的高性能光电功能器件

201318003208001 徐洁 博士 于贵 有机化学 石墨烯基纳米材料的磁电性能研究

201318003208016 汤九洲 博士 邱东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基于平均场理论的数值与模拟算法及其在半柔
性链高分子中的应用

201318003208003 焦明霞 博士 高明远 物理化学
流动制备功能无机纳米晶体 ：尺寸调控、反应
机理及性质研究

201318003208002 冯熙云 博士 李峻柏 物理化学
基于ATP合酶的仿生组装及光响应ATP合成的
研究

201318003208139 周宝文 博士
韩布兴

（宋金良）
物理化学

光催化硝基和亚硝基芳香化合物加氢和生物质
基化合物氧化反应研究

201318003208072 陈洁 博士 刘鸣华 物理化学
基于组氨酸头基伴侣凝胶因子的自组装及功能
化研究

201318003208110 孙亚红 博士 方晓红 物理化学
活细胞单分子荧光成像研究β2 － 肾上腺素受体
信号通路偏向激活

201318003208108 师涛 博士
赵进才

（陈春城）
物理化学

动力学同位素效应研究TiO2光催化中质子耦合
电子转移过程

201318003208107 沈兆存 博士 刘鸣华 物理化学
基于非手性C3对称分子的超分子凝胶及其超分
子手性

201318003208081 关密荣 博士 舒春英 物理化学
富勒烯基多功能碳纳米材料的制备及其在肿瘤
光诊疗中的应用

201318003208073 陈玉霞 博士 姚建年 物理化学
非富勒烯类体异质结太阳能电池纳米形貌调控
和性能研究

201318003208066 赵振盛 博士 杨国强 有机化学 反应型荧光探针和有机硼化物的研究

201318003208157 贾迪 博士 韩志超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二元胶体的动力学转变及高分子非共溶剂效应
的研究

201318003208041 曹立侠 博士 杨国强 有机化学 比率型pH荧光探针的构筑及应用研究

201318003208111 孙永宾 博士 宋卫国 物理化学 C60富勒烯基多相催化剂的设计及性能研究

201318003208100 刘樟 博士 王毅琳 物理化学
Gemini表面活性剂在水溶液中聚集行为的调控
及其在碱基识别、重金属离子浮选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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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号 姓名 申请学位 指导教师 学科专业 论文题目

201318003208042 崔彬彬 博士 钟羽武 有机化学
基于三芳胺 － 多吡啶钌配合物的近红外电致变
色、分子逻辑门和信息存储

201318003208167 任士通 博士 黄伟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新型苯并噁嗪树脂的合成、固化及改性研究

201318003222191 桑欣欣 博士
韩布兴

（张建玲）
材料学 绿色溶剂中介孔材料制备及其催化性能研究

201318003222189 康欣晨 博士
韩布兴

（吴天斌）
材料学

离子液体体系中催化材料的设计合成及其性能
研究

201318003208104 马志爽 博士 刘志敏 物理化学 多孔碳材料的设计、制备及应用性能研究

201318003208118 魏妍辉 博士 赵永生 物理化学
基于主客体包合的新型有机固态激光器的制备
及性能研究

201318003208076 杜文城 博士 万立骏 物理化学
石墨烯基纳米复合材料的构筑与电化学性能 
研究

201318003208091 李洁龄 博士 李峻柏 物理化学
线性分子马达驱动蛋白仿生运输体系的组装与
调控研究

201318003222196 周清 博士 王吉政 材料学
钙钛矿薄膜太阳能电池的制备及非常规J-V滞回
现象研究

201318003208121 杨慧 博士 刘辉彪 物理化学 二维分子材料的设计、合成与性质研究

201318003208136 赵丽娟 博士 郑卫军 物理化学
硼硫硼氧团簇及过渡金属氧化物 － 水分子团簇
的光电子能谱和理论研究

201318003208098 刘帅 博士
王健君

（王丽华）
物理化学

高性能离子交换膜的制备及其在全钒液流电池
中的应用

201318003208105 秦萌 博士 宋延林 物理化学 多底物交叉响应荧光检测芯片研究

201318003208141 朱华宁 博士 夏安东 物理化学
有机材料分子的激发态能量 ╱ 电荷转移的超快
光谱学研究

201318003208089 李虹 博士 刘扬 物理化学
小尺寸低聚壳聚糖衍生物药物载体的合成及性
能研究

201318003208084 胡江浦 博士 夏安东 物理化学
新型电荷转移特征材料的激发态动力学与溶剂
化相关的光谱学研究

201318003208126 尹兴良 博士 胡劲松 物理化学
硫化镉基纳米异质结的合成及其光解水产氢性
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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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号 姓名 申请学位 指导教师 学科专业 论文题目

201318003208142 朱伟钢 博士 胡文平 物理化学 新型有机共晶的研究

201318003208115 王雪东 博士 付红兵 物理化学 有机半导体自组装微腔激光器

201318003208064 张振华 博士 杜海峰 有机化学
“受阻路易斯酸碱对”催化多取代含氮芳香杂环
化合物的氢化反应研究

201318003222186 郝磊端 博士 刘志敏 材料学 二氧化碳与有机胺反应构筑C-N键的研究

201318003208088 康东娟 博士
葛茂发

（佟胜睿）
物理化学

高效快速净水材料的制备及其污染物脱除机理
研究

201318003208120 杨方旭 博士 胡文平 物理化学 电荷转移复合物的忆阻性能研究

201318003208090 李江军 博士 万立骏 物理化学
铜锌锡硫硒及钙钛矿薄膜表界面微区电学性质
的AFM研究

201318003222193 魏丛 博士 赵永生 材料学 有机微纳光子学器件的可控制备及性能研究

201318003208102 马雪 博士
江龙

（张建玲）
物理化学

表面活性剂探针与金属 － 有机骨架材料的制备
与性能调控研究

201318003208174 夏光美 博士 张军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纤维素 ╱ 离子液体溶液凝胶化及其对再生纤维
素材料结构与性能的影响

201318003208153 郭建强 博士 李春成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石墨烯 ╱ 聚苯撑苯并二噁唑纳米复合纤维的 
制备

201318003208182 张子鑫 博士 韩志超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载药静电纺丝膜的设计与应用研究

201318003208071 蔡鹏 博士 李峻柏 物理化学
基于光系统II复合膜的分子组装及其光电性质 
研究

201318003208086 姬铭松 博士 杨新征 物理化学
密度泛函方法研究钴、铁、铜配合物催化几种
小分子脱氢和加氢反应机理研究

201318003208149 杜世振 博士 孙文华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热稳定提高的后过渡金属配合物催化剂 ：催化
乙烯聚合制备高度线性与枝化聚乙烯

201318003208184 郑众 博士 侯剑辉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高效率有机光伏器件性能优化与结构调控

201318003208158 匡晓 博士 王笃金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Diels-Alder型共价适应性网络及其在智能高分
子中的应用

201318003208060 谢云丰 博士 郑企雨 有机化学 共价有机框架材料的合成及应用研究

201318003208055 王为 博士 杜海峰 有机化学
“受阻路易斯酸碱对”催化含氮杂环的氢化反应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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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8003208058 巫洪儒 博士 刘利 有机化学
2 － 吲哚酮与富电子芳烃的脱氢芳基化反应以
及和苯乙烯的串联环化反应研究

201318003208044 高中华 博士 叶松 有机化学
氮杂环卡宾催化溴代烯醛及氯代醛的环加成反
应 ：对映选择性合成含氮杂环类化合物

201318003208045 管英士 博士 朱道本 有机化学 溶液自组装法研究有机半导体材料的光电性质

201318003222195 张伟 博士 万立骏 材料学 核壳结构的构筑及性能优化

201318003208130 张娟 博士 郭玉国 物理化学
纳米复合电极材料的制备及其在锂二次电池中
的应用研究

201318003208197 李亚楠 博士
宋延林

（刘必前）
物理化学

液滴干燥形貌控制及光子晶体图案化组装与应
用研究

201318003222187 侯觉 博士 宋延林 材料学 喷墨打印制备多功能光子晶体微芯片

201318003222194 张春波 博士
王笃金

（赵莹）
材料学

无规共聚聚丙烯 ╱ β － 成核剂体系结构的形成
与演变研究

201318003208140 周进 博士 马会民 分析化学
靶向亚细胞器的荧光探针的设计合成及其分析
应用

201318003208095 刘建丽 博士 方晓红 物理化学 单分子力谱技术研究生物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201318003208172 王晨 博士 邱东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生物活性纳米粒子 ╱ 明胶复合生物医用材料制
备及其应用

201318003208080 龚秋雨 博士 马会民 分析化学
甲酚紫类荧光探针的设计、合成及其用于蛋白
酶的成像分析

201318003208122 杨丽萍 博士 曹安民 物理化学
基于梯度结晶构筑空心复合结构及其电化学性
能研究

201318003208085 黄佩佩 博士 宋卫国 物理化学
分级结构水滑石类纳米层状材料的制备及其性
能研究

201318003208129 袁震 博士 何圣贵 物理化学 团簇实验仪器的研制及应用

201318003208154 郭颖 博士 赵彤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耐高温低介电热固性树脂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201318003208166 马一楠 博士 徐坚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功能化聚半胱氨酸材料的合成及性质研究

201318003208046 何艳芹 博士 钟羽武 有机化学 吡啶导向的钌催化的C-H键活化及衍生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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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8003208062 张义斌 博士 车延科 有机化学
制备基于苝酰亚胺类衍生物的一维有机纳米光
电材料及传感应用

201318003208145 陈薇 博士
杨士勇

（冀棉）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聚酰亚胺薄膜低热膨胀化方法的研究

201318003208034 史运华 博士 唐亚林 分析化学
基于DNA四链体的逻辑门和检测探针的设计及
应用研究

201318003208151 冯龙 博士 李春成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高耐热异山梨醇聚碳酸酯的共聚改性研究

201318003208051 沈星星 博士 易院平 物理化学 有机光伏给受体界面电子过程的理论研究

201318003208180 张超 博士
黄勇

（刘瑞刚）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纤维素在离子型溶剂中的溶解机理研究

201318003208035 王朝英 博士 汪福意 分析化学
飞行时间二次离子质谱(ToF-SIMS)的应用基础
研究

201318003222188 靳志文 博士 王吉政 材料学 新型光电器件的结构设计及性能研究

201318003208092 李坤 博士
葛茂发

（王炜罡）
物理化学 芳香烃生成二次有机气溶胶的光学性质研究

201318003208133 张一帆 博士
赵进才

（陈春城）
物理化学

新型光 ╱ 电驱动的一维有机机械响应材料的 
研究

201318003208070 蔡建华 博士 王春儒 物理化学 纳米吸附材料的设计合成及性能研究

201318003208156 贺存哲 博士 阳明书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聚 乙 烯 － 醋 酸 乙 烯 酯 共 聚 物 ╱ 有 机 蒙 脱 土
(EVA/OMMT)纳米杂化材料对含蜡原油流动性
的影响

201318003208132 张欣亮 博士
姚建年

（詹传郎）
物理化学

大π共 轭 体 系 小 分 子 给 受 体 材 料 的 光 伏 性 能 
研究

201318003208155 韩晓杰 博士 张志杰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间位官能化碳硼烷的合成研究

201318003208171 万耀明 博士 吴德成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多肽水凝胶与聚酯共聚物胶束生物材料的制备
及性能研究

201318003208082 韩红苓 博士
韩布兴

（姜涛）
物理化学 苯及甲苯的高效绿色催化氧化研究

201318003208030 李琳 博士 赵镇文 分析化学 功能脂质组电喷雾质谱(ESI MS)分析

201318003208032 李亚峰 博士 聂宗秀 分析化学 基于质谱离子化过程的新型化学反应途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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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8003208068 周晗 博士 罗三中 有机化学
手性伯胺 － 钯协同催化1,3 － 二羰基化合物的
不对称烯丙基化反应

201318003208152 付小会 博士 吴德成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寡聚乙二醇功能化的温度和氧化还原响应性聚
谷氨酸

201318003208169 唐林 博士 杨振忠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Janus纳米复合材料的合成及性能

201318003208177 杨赛娜 博士 杨振忠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阿霉素共组装体系作为抗肿瘤制剂的性能研究

201318003208181 张新萍 博士
杨振忠

（邱东）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基于颗粒乳化的复合纳米颗粒制备及其在硅橡
胶复合材料中的应用

201318003208074 董春华 博士
陈辉

（杨新征）
物理化学 过渡金属活化羰基化合物的理论研究

201318003208056 王寅 博士 王从洋 有机化学 铼催化的自由基反应研究

201318003208143 邹头君 博士 王春儒 物理化学 富勒烯基磁共振成像造影剂性能优化研究

201318003208119 武美玲 博士 王栋 物理化学
基于表界面性质的嵌段聚合物自组装薄膜取向
控制研究

201318003208173 王琳琳 博士 吴德成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水凝胶的光触发可控制备与性能研究

201318003208185 邹方鑫 博士 杨振忠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功能性硅基气凝胶的制备与应用

201318003208048 刘军 博士 杨国强 有机化学 三芳基硼化合物的合成及作为荧光探针的应用

201318003208065 赵伟 博士 车延科 有机化学 功能化芳香三唑折叠体的构筑及其应用

201318003208123 杨述良 博士 宋卫国 物理化学 多相催化剂的纳米结构调控及其催化性能研究

201318003208128 袁成前 博士
姚建年

（骆智训）
物理化学

芳香胺分子的深紫外光电离及其分子间弱相互
作用研究

201318003208178 尹永爱 博士
王笃金

（张秀芹）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外场作用调控聚乳酸及其立构复合物的结构与
性能

201318003208160 刘宝霞 博士 吴德成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粒径均一聚内酯微纳米粒子的制备及应用研究

201318003208179 尹铮 博士 邱东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高分子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和保水治沙方面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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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8003208031 李楠 博士
陈义

（齐莉）
分析化学

基于寡聚乙二醇和氨基酸功能化聚合物整体柱
的制备及其液相色谱应用

201318003222190 倪洪江 博士
杨士勇

（刘金刚）
材料学

本征热封性聚酰亚胺薄膜的结构设计与性能 
调控

201318003208099 刘献虎 博士
付红兵

（骆智训）
物理化学

金 ╱ 银 ╱ 铝团簇的制备及其荧光性质与反应活
性研究

201318003208135 赵彬 博士
佟振合

（杨国强）
物理化学 胶体颗粒的二氧化硅棒修饰

201318003208101 马小杰 博士
赵进才

（籍宏伟）
物理化学 基于苝酰亚胺的超分子手性纳米管

201318003208168 沈衡 博士
徐坚

（赵宁）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氮化硼表面改性及其微纳复合材料

201318003208033 马文杰 博士 毛兰群 分析化学 基于功能框架结构的电催化及电分析化学研究

201318003208150 费华峰 博士 张志杰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含氟聚硅氧烷的合成及性质研究

201318003208052 苏敏 博士 沈建权 有机化学 微生物电解池产氢阴极的研究

201318003208050 马文鹏 博士 范青华 有机化学
手性二胺钌配合物催化多元含氮芳杂环的不对
称氢化及氢化产物应用研究

201318003208131 张伟 博士 赵永生 物理化学
新型有机微纳激光材料的设计制备及结构 － 性
能关系研究

201318003208083 胡佳音 博士
韩布兴

（马珺）
物理化学

二氧化碳高效转化合成恶唑类和碳酸酯类化合
物的研究

201318003208175 项锴 博士 徐彩虹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POSS基有机 － 无机杂化荧光材料的合成及其
应用研究

201318003208163 隆美林 博士
陈永明

（张科）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两亲性三嵌段柱状聚合物刷的合成与组装

201318003208094 李瑛颖 博士
江雷

（田野）
物理化学 电化学响应细胞粘附界面的构筑与研究

201318003208096 刘启帆 博士
葛茂发

（王炜罡）
物理化学 典型大气含氧挥发性有机物的非均相化学研究

201318003208170 唐清泉 博士 张科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环形和刷状拓扑结构高分子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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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8003222192 孙凯 博士 王朝晖 材料学
稠环芳酰亚胺功能分子的合成、自组装及性能
研究

201418003208002 陈辉 博士 王树 有机化学
水溶性共轭聚合物的设计合成及其在抗菌中的
应用

201418003208031 姚奕帆 博士
胡文平

（董焕丽）
物理化学

低维共轭聚合物晶态材料的制备及其光电性能
研究

201418003208001 王霄 博士 陈义 分析化学 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成像新方法与应用

201418003208020 徐冰 博士 史一安 有机化学 天然产物Marineosin A的全合成研究

201418003208006 李静 博士 史一安 有机化学 碳碳双键功能团化反应研究

201418003208009 梁志钦 博士 叶松 有机化学
氮杂环卡宾催化烯醛不对称合成e － 内酯与并
环d － 内酯的研究

201418003208017 魏思敏 博士 杜海峰 有机化学
“受阻路易斯酸碱对”催化C=X (X=C, O, N)键
的氢化反应研究

201418003208021 杨旸 博士 张德清 有机化学
含DPP、PDI单元的有机共轭分子的设计合成
与半导体性质研究

201418003208023 姚晶晶 博士 张德清 有机化学
基于吡咯并吡咯二酮(DPP)的共轭聚合物的设
计合成及其半导体性能研究

201418003208026 阚晓楠 博士
江雷

（田野）
物理化学

基于可控去浸润原理的有序一维微 ╱ 纳米结构
制备与应用

201418003208012 孟征 博士 陈传峰 有机化学
基于三蝶烯衍生冠醚主体的互锁分子构筑及功
能研究

201418003208013 秦云科 博士 朱道本 有机化学 有机电荷转移复合物晶体的电学性质研究

201418003208005 靳喜庆 博士 王从洋 有机化学 铼催化C-H键活化 ╱ 环化反应研究

201418003208029 吴磊 博士 宋延林 物理化学 异质浸润性对墨滴的操控研究

201418003208025 董智超 博士
江雷

（田野）
物理化学 特殊浸润性调控的流体在固体边缘的绕流行为

201418003208004 胡蓉 博士
王树

（刘礼兵）
有机化学 功能共轭聚合物组装体的制备及其生物应用

201418003208016 魏锋 博士 刘利 有机化学
乙烯基环丙烷和MBH加成物参与的不对称环加
成反应研究 ：高效构建螺环化合物

201418003208008 李泽全 博士 史一安 有机化学 不对称催化的烯烃卤化反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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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8003208018 吴芬 博士 范青华 有机化学
两亲性的DNA － 有机高分子杂化体的制备与组
装性能研究

201418003208030 吴雨辰 博士
江雷

（田野）
物理化学 浸润性调控的一维微纳米结构组装

201418003208007 李梦 博士
王树

（杨琼）
有机化学

新型共轭聚合物的合成及生物成像和抗癌活性
研究

201418003208032 程沛 博士
占肖卫

（胡文平）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高性能有机太阳能电池的制备与表征

201418003208011 毛祖攀 博士 于贵 有机化学 聚合物场效应晶体管的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201418003208014 宋营营 博士 俞初一 有机化学
小构树碱类化合物的合成及糖苷酶抑制活性 
研究

201418003208033 王逸凡 博士
占肖卫

（王吉政）
高分子化学
与物理

反向有机太阳能电池的制备与表征

201418003208024 臧亚萍 博士 朱道本 有机化学
有机场效应晶体管传感器的设计、构建及功能
性质研究

201418003208019 肖承义 博士 王朝晖 有机化学
高性能有机场效应晶体管的设计、制备与性能
研究

201328003208018 孙丹 硕士 王朝晖 有机化学 高性能非富勒烯太阳能电池的制备与表征

201328009408054 张茜 硕士 胡文平 物理化学
有机场效应晶体管性能衰减机制和稳定性提高
方案的研究

2012E8003261106 蒋新伟 硕士 阳明书 材料工程
金红石纳米二氧化钛的制备及其在聚氯乙烯高
值化中的作用

2013E8003261121 马品 硕士
林原

（周晓文）
材料工程

功能化纳米粒子凝胶复合电解质在染料敏化太
阳能电池中的应用

2013E8003261131 易军 硕士 杨文泓 材料工程
分子模拟研究过渡金属配合物催化剂催化乙烯
聚合反应的活性

2013E8003261124 石金彪 硕士 张斌 材料工程
CuX2-(1,4-dioxane)-H2O (X = Br, Cl)三组
元体系分子磁体的结构与性能研究

2013E8003261130 叶子 硕士 方晓红 材料工程
单分子超分辨成像示踪研究TGF-β二型受体的
细胞膜上扩散运动

2013E8003261115 崔文志 硕士 张宝庆 材料工程 基于相容性PI/PtBS共混物的粘弹性阻尼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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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E8003261128 吴霄 硕士 黄伟 材料工程
双酚芴聚醚环氧树脂的合成及其形状记忆性能
的研究

2012E8003261112 潘碧宸 硕士 黄伟 材料工程 新型高折光有机硅树脂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2013E8003261118 李媛 硕士 宋延林 材料工程 银纳米颗粒薄膜的制备及其化学烧结

2013E8003261117 李金熠 硕士 郭玉国 材料工程 硅碳复合负极材料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2013E8003261120 鲁凤仙 硕士 杨国强 材料工程
基于激发态分子内质子转移化合物的硫化氢荧
光探针的研究

2013E8003261134 庄亚平 硕士 吴德成 材料工程 PLGA纳米粒子 ╱ PEG水凝胶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2013E8003261123 漆鹏林 硕士
张德清

（张关心）
材料工程

基于Pechmann Dye的共轭化合物的合成、表
征与性能研究

2013E8003261125 王林 硕士 罗永明 材料工程
金属氢化物对聚碳硅烷热解行为及其热解产物
抗氧化性能的影响

2013E8003261116 范茹莹 硕士 李峻柏 材料工程
自动化可控组装聚电解质纳米管 ╱ 纳米颗粒复
合结构

2013E8003261127 王振合 硕士 杨士勇 材料工程
高性能聚酰亚胺薄膜的化学亚胺化制备技术 
研究

2013E8003261122 潘飞 硕士 赵彤 材料工程 聚合物前驱体法制备超细碳化锆陶瓷纤维

2013E8003261129 杨得鑫 硕士
韩布兴

（吴天斌）
材料工程 环己烯和环己烷绿色高效的选择性氧化研究

2013E8003261119 刘振绮 硕士 王健君 材料工程 离子对聚电解质刷表面结冰行为的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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