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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汇集

2020 年度优秀分支机构、地方学会和
优秀学术交流组织奖名单

来源：中国化学会

2020 年度优秀分支机构

※ 中国化学会催化专业委员会

※ 中国化学会理论化学专业委员会

※ 中国化学会有机固体专业委员会

※ 中国化学会电化学专业委员会

※ 中国化学会化学生物学专业委员会

※ 中国化学会农业化学专业委员会

2020 年度优秀地方学会

※ 浙江省化学会

※ 江苏省化学化工学会

※ 湖北省化学化工学会

※ 陕西省化学会

※ 云南省化学化工学会

2020 年度优秀学术交流组织奖

序号 会议名称 组织单位

1 中国化学会第四届全国高分子结晶理论、应用及表征技术研讨会 中国化学会高分子学科委员会
浙江大学

2 中国化学会第二届全国光功能材料青年学者研讨会 中国化学会光化学专业委员会
南昌大学

3 中国化学会第十四届全国电分析化学学术会议
中国化学会分析化学学科委员会
东南大学
南京大学

4 中国化学会 2020 年糖科学青年科技论坛
中国化学会糖化学专业委员会
江西师范大学
中国科学院江西产业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

5 中国化学会第 15 届全国流变学学术会议
中国化学会流变学专业委员会
重庆大学
重庆科技学院

6 中国化学会第三届菁青论坛 中国化学会青年化学工作者委员会
大连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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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汇集

中国化学会 2020 年新增十名荣誉会士

2020 年，经过提名、遴选，十名国际著名科学家获得“中国化学会荣誉会士”称号。中国化学会荣誉会士（Honorary 
Fellow）是中国化学会面向国际著名化学家设立的荣誉称号，授予对中国化学和中国化学会与国际学会间交流做出贡献的国外卓
越学者专家。2009 年至今，已有 60 名国际著名科学家被授予中国化学会荣誉会士。

Avelino Corma 教授在分子筛催

化材料的合成及其相关催化领域有着很深的造诣，是国际分

子筛界及催化界的领军人物，在国际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声望。

Avelino Corma 教授是西班牙皇家工程院院士、欧洲科

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外籍院士、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德

国马普所科学顾问委员会成员。自 2007 年受聘为吉林大学客

座教授，2012 年受聘为吉林大学名誉教授。自受聘为吉林大

学客座教授以来，同吉林大学以及其他国内同行开展了广泛

和深入的交流合作，在推动我国分子筛及其石油催化前沿科

学研究和技术发展、人才培养、国际合作与交流等方面作出

了突出贡献。因对中国化学事业贡献巨大，Avelino Corma

教授获 2017 年度中国政府“友谊奖”。

Erick M. Carreira 教授主要从事

具有重要生理活性和复杂立体化学结构的天然产物的不对称

合成研究。此外，Erick M. Carreira 教授还致力于开发新型

催化剂和手性试剂，并应用于不对称合成反应。

Erick M. Carreira 教授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艺术与

科学院院士。近期受聘于美国化学会担任 J. Am. Chem. Soc.

期刊主编。Erick M. Carreira 教授多次访问中国高校和科研

院所，和中国化学工作者积极开展学术交流，与一批中国有

机化学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对于促进中瑞交流以及推动中

国化学科学事业发展，特别是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方面做出

了重要贡献。

Avelino Corma

西班牙巴伦西亚理工大学化学技术
研究所

ir Tessler

以色列理工学院

Erick M. Carreira

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Nir Tessler 教授是化学物理领域的

国际著名学者，在共轭聚合物激光、近红外聚合物 LED、有机

半导体电荷输运、垂直结构有机场效应晶体管器件等方向均有

开拓性贡献。

Nir Tessler 教授在在以色列理工学院的一系列关于垂直结

构有机场效应晶体管器件（OFET）的设计、制造、建模和分

析的工作，开创了垂直结构有机场效应晶体管器件（OFET）

的研究方向。他发展了自洽的能够联系器件建模、器件制造

以及器件分析的方法，用以改进或开发新的器件结构。Nir 

Tessler 教授对中国友好，多次到访中国，与国内合作单位合

作获得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如中国 - 以色列国际合作基金项目

等）Nir Tessler 教授担任导师，培养了许多中国学生，并为国

内单位与国际高水平大学和实验室的合作提供了帮助与支持。

2020 年度荣誉会士介绍

Peter G. Shultz 教授是国际化学

生物学领域的先驱，是催化抗体，遗传密码子拓展和“高通量”

筛选等化学与生命科学交叉领域的开拓者之一。

Peter G. Shultz 教授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斯克里普

斯研究所所长。Peter G. Schultz 教授为中国的化学研究事业

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极大推动了中国化学与生物交叉

领域的发展。同时，Peter G. Schultz 教授与中国的学术交流

频繁，多次到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

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等单位进行学术交

流，极大推动了我国化学科研工作者与国外同仁的交流与国

际合作，为我国化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Peter G. Schultz

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

来源：中国化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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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t Weckhuysen 教授在多相催

化领域享有盛名，尤其在利用原位谱学技术研究催化过程，

以及能源转化、二氧化碳转化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是世

界著名的催化化学科学家，并担任欧洲催化协会主席。

Bert Weckhuysen 教 授 是 荷 兰 皇 家 科 学 院 院 士、 欧

洲科学院院士、比利时皇家科学与艺术学院院士。Bert 

Weckhuysen 教授曾经多次访问中国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并

和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

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单位有着广泛深入的

合作。近年来，Bert Weckhuysen 教授培养了许多中国籍博

士研究生，并长期招收中国籍青年学者进行短期学术交流或

博士后合作。此外 Bert Weckhuysen 教授与国内多个课题组

保持长期密切的交流与合作，频繁开展线上线下的学术交流，

在与中国化学界的科研合作上和对青年学者的教育上，做出

了重要的贡献。

Bert Weckhuysen

荷兰乌德勒支大学德拜纳米材料科学
研究所

John Hartwig 教授是国际著名的

有机化学家，致力于新的过渡金属催化反应及机理的研究。

John Hartwig 教授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艺术与科学

院院士。发展了无导向基团的高选择性芳烃及烷烃 C-H 键官

能团化，过渡金属催化的卤代芳烃形成芳香胺和芳基醚，羰

基化合物的 α- 芳基化，丙烯基碳酸酯不对称胺化和烷基化的

新反应，以及利用酶的定向进化催化的 C-H 键官能团化反应。

其中过渡金属催化的卤代芳烃芳香胺化反应已被国内外同行

称为 Buchwald-Hartwig 反应。John Hartwig 教授多次访

问中国，和中国科学家建立了广泛和良好的学术关系。他培

养的中国学生有十多位活跃在国内的学术界和企业界，为中

国有机化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John Hartwig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

 Markus Antonietti 教授是国际

材料化学、高分子化学领域的著名学者。在新型高分子和溶胶 -

凝胶的合成、多孔聚合物和碳材料、晶化调控、绿色化学和

碳减排、能源材料及人工光化学合成等前沿交叉领域做出了

一系列突出创新成果。

Markus Antonietti 教授 33 岁时即被任命为德国马普

学会胶体与界面研究所所长并兼任波兹坦大学教授至今，

是当时德国马普学会所属研究所中最年轻的所长。Markus 

Antonietti 教授十分重视同中国的学术交流，在合作研究和

人才培养等方面均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本人多次到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北京大学、福州大学、浙

江大学、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等单位进行学术访问和科研

合作，并在我国建立了两个中德合作伙伴小组（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浙江大学）、两个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国家纳米

科学中心、福州大学）。先后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浙江大

学、福州大学等国内研究单位授予荣誉客座教授或荣誉教授。

双方在相关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实质性合作，如联合培养

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携手攻关研究重点难点以及联合申请科

研项目等，形成了定期学术交流互访和资源共享机制，逐步

建立在国际上引领作用的高水平研究创新群体。

Markus Antonietti

德国马普学会胶体与界面研究所

Kazunari Domen 教授是国际著

名的光催化学者，开创了粉末光催化全解水体系，在光催化

分解水、人工光合成领域做出卓越贡献，被公认为这个领域

的领跑者。

Kazunari Domen 教授曾任日本能源协会和触媒学会会

长，“第 176 届法拉第讨论会：新一代能源化学材料国际学

术会议”的科学委员会成员，为催化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Kazunari Domen 教授十分关心中国化学事业

的发展，积极推动中国化学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自 2005 年

开始招收中国留学生，至今已培养 10 余名硕 / 博士，另有

30 余名博士后与访问学者先后在其课题组从事科研工作。毕

业生目前就职于中科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山东大学、福

州大学等。Kazunari Domen 教授积极参加我国主办的各类

学术会议，并与我国科研工作者保持长期合作，共同发表 40

余篇高水平研究性论文，显著提升了我国光催化研究水平，

促进了我国青年人才教育培养，推动了中日的科技教育和文

化交流。

Kazunari Domen

日本东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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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 L. Buchwald 教 授 是 国

际著名的有机化学家，致力于过渡金属催化的偶联反应及其

机理和应用的研究。

Stephen L. Buchwald 教授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发

展了过渡金属催化的卤代芳烃形成芳香胺和芳基醚，卤代芳

烃的氟化和氟烷基化反应，羰基化合物的 α- 芳基化，基于不

饱和烃的碳氮和碳碳成键反应，以及利用发展的偶联化学实

现高效的生物共轭反应，其中过渡金属催化的卤代芳烃芳香

胺化反应已被国内外同行称为 Buchwald-Hartwig 反应。他

发展的一系列联芳基膦配体（Buchwald Ligand）已经成为

学术界和工业界的日常使用配体。Stephen L. Buchwald 教

授多次访问中国，和中国科学家建立了广泛和良好的学术关

系。他培养的中国学生有二十多位活跃在国内的学术界和企

业界，为中国有机化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Stephen L. Buchwald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Charles T. Campbell 教授是表面

科学与多相催化基础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杰出科学家，取得了

引领性的研究成果。

Charles T. Campbell 教授通过表面分析技术解析固体表

面反应机理及其构效关系，开发了世界上最为敏锐的表面吸

附微量热装置，并利用该装置测量表面反应和金属在氧化物

载体上成核生长的能量变化，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极大加深了

对复杂多相催化反应体系的基础理解。Charles T. Campbell

教授提出的“电子金属 - 载体相互作用”概念为业界广泛认

同。Charles T. Campbell 教授长期致力于中美在催化研究

领域的学术交流。他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客座教授。在第

十六届国际催化大会作大会报告（2016 年北京）。Charles T. 

Campbell 教授还多次到访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和

北京大学等单位进行学术交流。他大力支持国内催化研究领

域青年人才的发展，培养了多位回到中国工作的青年人才。

Charles T. Campbell

美国华盛顿大学

人民网北京 2021 年 1 月 19 日电 （记者朱传戈）国家发
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今日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
染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到
2020 年底，我国将率先在部分地区、部分领域禁止、限制部
分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到 2022 年底，一次性塑
料制品的消费量明显减少，替代产品得到推广。

《意见》提出，要按照“禁限一批、替代循环一批、规
范一批”的思路，推进三项主要任务。一是禁止生产销售超
薄塑料购物袋、超薄聚乙烯农用地膜。禁止以医疗废物为原
料制造塑料制品。全面禁止废塑料进口。分步骤禁止生产销
售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一次性塑料棉签、含塑料微珠的日
化产品。分步骤、分领域禁止或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一次性塑料制品、快递塑料包装等。二是研发推广绿色环保
的塑料制品及替代产品，探索培育有利于规范回收和循环利
用、减少塑料污染的新业态新模式。三是加强塑料废弃物分
类回收清运，规范塑料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开
展塑料垃圾专项清理。

《意见》指出，要完善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支撑保障体系。
一是将塑料污染防治纳入相关法律要求，及时制定完善相关
法规制度和标准。二是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加大对塑料制品
减量、替代产品推广、新型模式培育、回收利用处置等方面
的支持力度。三是强化科技支撑，加大塑料污染环境风险评价、
替代产品技术研发等攻关力度。四是加强日常管理和监督检
查，严格落实禁止、限制生产、销售和使用部分塑料制品的
政策措施。推行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依法查处相关违法
违规行为。

《意见》要求，强化组织实施，形成推进塑料污染治理
的工作合力。各有关部门要建立塑料污染治理专项工作机制，
及时总结分析工作进展，重大情况和问题向党中央、国务院
报告。开展联合专项行动，强化督促检查，重点问题纳入中
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地要精心组织安排，制定具体实施
办法，实化细化政策措施。加大对塑料污染治理的宣传力度，
广泛凝聚共识，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公布
来源：人民网

化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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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中国作者定义 : 指论文中标注了中国机构的作者，可能包含来华访问的外国人。

2. 作者统计口径 : 为突出中国作者的贡献，排行榜的论文均为中国作者作为通讯作者或第一作者的论文。如果中国作者为通讯 

         作者，以 * 表示。

3. 作者机构 : 排行榜中只标注了作者所属的中国机构 ; 通讯作者所在机构以 † 表示。

4. 统计时间窗 :2015-2019 年

5. 数据下载时间 :2020 年 7 月 17 日。 

本文刊载于《科学观察》2020 年第 15 卷第 6 期 P49。© 版权所有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科学观察》编辑部。

中国热点论文榜 ( 化学领域 )
“热点论文”在科学界已经是耳熟能详的名词。顾名思义，热点论文即为众人所关注的论文。这种关注度在科学计量学领域

可以用论文被引用的次数来量化和测度。我们以 2015 － 2019 年中国科学家的 SCI 论文为数据基础，分领域统计了自发表以来被

引频次最高的论文，以展现颇具显示度的中国科技成果。本期发布的热点论文榜为化学领域。

序
号 WOS 号 论文题目 作者机构 被引

频次

1 WOS:000364727100004
Tang Benzhong* 等 . Aggregation-induced 
emission: Together we shine, united we soar!. 
Chemical Reviews, 2015, 115(21), 11718-11940.

香港科技大学
深圳研究院 2856

2 WOS:000358219300009
Zhang Yu* 等 . Noble metal-free hydrogen 
evolution catalysts for water splitting. Chemical 
Society Reviews, 2015, 44(15), 5148-518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248

3 WOS:000349958900032

Kang Zhenhui*, Lee Shuittong*, Lifshitz Yeshayahu*
等 . Metal-free efficient photocatalyst for stable 
visible water splitting viaa two-electron pathway. 
Science, 2015, 347(6225), 970-974.

苏州大学 2152

4 WOS:000402691800005

Yao Huifeng*,  Hou J ianhui* 等 . Molecular 
optimization enables over 13% efficiency in organic 
solar cell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2017, 139(21), 7148-7151.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大学 1584

5 WOS:000372854800003
S h a o  M i n h u a * 等 .  R e c e n t  a d v a n c e s  i n 
electrocatalysts for oxygen reduction reaction. 
Chemical Reviews, 2016, 116(6), 3594-3657.

香港科技大学 1571

6 WOS:000394561900003

Xu Yijun* 等 . Electrocatalysis for the oxygen 
evolution reaction: Recent development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Chemical Society Reviews, 2017, 
46(2), 337-365.

福州大学 1355

7 WOS:000372255400002

Zhang Bin* 等 . Recent advances in transition 
metal phosphide nanomaterials: Synthesis and 
applications in hydrogen evolution reaction. 
Chemical Society Reviews, 2016, 45(6), 1529-1541.

天津大学 1227

8 WOS:000386342500006

Xia Yongyao* 等 . Electrochemical capacitors: 
Mechanism, materials, systems, characterization 
and applications. Chemical Society Reviews, 2016, 
45(21), 5925-5950.

复旦大学 1221

9 WOS:000407540500012
Zhang Qiang* 等 . Toward safe lithium metal anode 
in rechargeable batteries: A review. Chemical 
Reviews, 2017, 117(15), 10403-10473.

清华大学 1206

10 WOS:000363152800004

Hu  Wenb in* 等 .  A  rev i ew  of  e l ec t ro l y te 
materials and compositions for electrochemical 
supercapacitors. Chemical Society Reviews, 2015, 
44(21), 7484-7539.

天津大学 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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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学会会士
于吉红院士当选 JACS 执行主编 游书力当选为副主编

来源：中国化学会、ACS

于吉红

女，吉林大学，中国科学院院士

专业领域

无机化学

学习 / 工作经历

1985.09-1989.06 吉林大学化学系，学士学位，无机化学

1989.09-1992.06 吉林大学化学系，硕士学位，无机化学

1992.09-1995.06 吉林大学化学系，博士学位，无机化学

1995.12-1998.12 吉林大学化学系，无机化学，讲师、副教授

1996.07-1997.06 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博士后

1997.07-1998.06 日本北大学物理系，日本科技振兴事业团战

略基础研究推进事业项目研究员

1999.09- 至今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无机化学，教授

2001.01- 至今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无机化学，博士生导师

2004.05-2004.08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化学系，客座教授

学术成就和学术贡献简述

于吉红教授长期从事分子筛纳米孔材料的定向设计与

合成研究，面向环境和能源的重大需求，基于“分子工程

学”思想，在分子筛纳米孔材料的设计合成及其在能源、

环境及新兴领域的应用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迄今，在

包 括 Science, Nat. Commun., Sci. Adv., Chem, JACS, 

Angew Chem. Int. Ed. 等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 SCI 检

索论文 350 余篇；获授权专利 20 余项；出版著作 7 部。

2014-2018 年连续五年被爱思唯尔评为化学领域的“中国

高被引学者”。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2 项；获得国际

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化学化工杰出女性奖等。

201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6 年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

学院院士，2019 年当选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现为英国皇

家化学会旗舰期刊 Chemical Science 副主编，《高等学校

化学学报》（中文刊）和 Chem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英 文 刊） 两 刊 主 编， Materials Horizons, 

Materials Chemistry Frontiers,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ACS Nano, ACS Central Science, ACS Materials Letters, 

Inorganic Chemistry, Chem, Matter 等国际期刊编委 / 顾

问编委，中国化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化学会分子筛专业委员

会主任、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等。

化学公益贡献简述

积极参与化学学科领域专著撰写、学科发展战略研讨及

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迄今主编出版四部专著《纳米孔材料

化学：合成与制备 (I)》、《纳米孔材料化学：合成与制备 (II)》、

《纳米孔材料化学：NMR 表征、理论模拟及吸附分离》及《纳

米孔材料化学：催化及功能化》。作为无机合成领域专家参

加中国科学院学部“中国学科发展战略 - 合成化学”研究项

目组，并在研究报告《中国学科发展战略 - 合成化学》中撰

写专章。参加 2019 年 9 月基金委“化学学科发展战略研究”

项目研讨会，联合国内化学教育、研究的主流单位相关专家，

围绕化学科的发展战略这一主题，梳理和总结国内外化学科

的研究现状、发展动态及未来趋势。主持2019年10月首届“凝

聚态化学建设研讨会”，并与参会的国内相关方向知名专家

化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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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徐如人院士首次提出的“凝聚态化学”概念开展了广泛深

入交流。自 2017 年起连续主持召开“New Perspectives of 

Functional Nanoporous Materials”国际学术研讨会，迄

今已成功举办三届。

自 2004 年创立至今，一直担任中国化学会分子筛委员

会委员，期间 2013 年就任国际分子筛协会理事会理事、秘

书长，2018 年 10 月起担任中国化学会分子筛委员会主任，

委员会 2019 年成功主办第 20 届全国分子筛学术大会，成功

申办 2025 年第 21 届国际分子筛学术大会，并获评中国化学

会 2019 年度优秀分支机构。2015 年至今连任中国化学会第

29、30 届理事会理事，2018 年 12 月当选第 30 届理事会副

理事长，为学会历史上首位女性副理事长。2016 年起担任中

国化学会女化学工作者委员会副主任，并于 2019 年 10 月受

邀参加在日本东京御茶水女子大学举行的第九届日中韩女科

学家论坛，作为中方代表致开幕辞。

代表性成果

一、论文：

1.Feng, G. D.; Cheng, P.; Yan, W. F.; Boronat M.; Li, X.; 

Su, J. H.; Wang, J. Y.; Li, Y.; Corma, A.; Xu, R. R.; Yu, J. H.*, 

“Accelerated crystallization of zeolites via hydroxyl free 

radicals”, Science, 351(2016), 1188-1191.

2.Wang, N.; Sun, Q. M.; Bai, R. S.; Li, X.; Guo, G. Q.; Yu, 

J. H.*, “In situ confinement of ultra-small Pd clusters 

within nanosized silicalite-1 zeolite for high-efficient 

hydrogen generation catalysi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138(2016), 7484-7487.

3.Wang, Y.; Di, J. C.; Wang, L.; Li, X.; Wang, N.; Wang, B. X.; 

Tian, Y.*; Jiang, L.; Yu, J. H.*, “Infused-liquid-switchable 

porous nanofibrous membranes for multiphase liquid 

separation”, Nature Communications, 8(2017), 575.

4.Liu, J. C.; Wang, N.; Yu, Y.; Yan, Y.; Zhang, H. Y.; Li, J. 

Y.*; Yu, J. H.*, “Carbon dots in zeolites: A new class 

of thermally activated delayed fluorescence materials 

with ultralong lifetimes”, Science Advances, 3(2017), 

e1603171.

5.Feng, G. D.; Wang, J. Y.; Boronat, M.; Li, Y.; Su, J. H.; 

Huang, J.; Ma, Y. H.; Yu, J. H.*, “Radical-facilitated 

green synthesis of highly ordered mesoporous silica 

material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140(2018), 4770-4773.

6.Zhang, Q.; Mayoral, A.; Terasaki, O.; Zhang, Q.; 

Ma, B.; Zhao, C.; Yang, G. J.; Yu, J. H.*, “Amino acid-

assisted construction of single-crystalline hierarchical 

nanozeolites via oriented-aggregation and intraparticle 

ripen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141(2019), 3772-3776.

7.Wang, B. L.; Yu, Y.; Zhang, H. Y.; Xuan, Y. Z.; Chen, 

G. R.; Ma, W. Y.; Li, J. Y.*; Yu, J. H.*, “CDs-in-matrix: 

energy transfer enhanced red room temperature 

phosphorescence”,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58(2019), 18443-18448.

8.Sun, Q. M.; Wang, N.; Zhang, T. J.; Bai, R. S.; Mayoral, A.*; 

Zhang, P.; Zhang, Q. H.; Terasaki, O.; Yu, J. H.*, “Zeolite-

encaged single-atom Rh catalysis: highly-efficient 

hydrogen generation and shape-selective tandem 

hydrogenation of nitroarenes”,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58(2019), 18570-18576.

二、著作：

1. 作者：于吉红，闫文付；著作名称：纳米孔材料化学：合

成与制备 (I)，纳米孔材料化学：合成与制备 (II)，纳米孔材料

化学：NMR 表征、理论模拟及吸附分离，纳米孔材料化学：

催化及功能化；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出版年份：2013 年；

出版地：北京。

三、重要学术会议邀请报告：

1.Jihong Yu, Plenary Lecture

Needs and Trends in Rational Synthesis of Zeolitic 

Materials

2011, 5th International FEZA Conference, FEZA 2011

Valencia, Spain

2.Jihong Yu, Invited Lectur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Zeolitic Nanoporous 

Materials

2017, 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s – “Nanoporous 

Materials & Their Applications”

USA

3.Jihong Yu, Plenary Lecture

Construction of Zeolitic Materials with Nanoporous 

Architectures

2017, The 3rd Euro Asia Zeolite Conference

Indonesia

4.Jihong Yu, Plenary Lecture

Towards the Designed Construction of Zeolite Catalysts

2018,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dvancement and 

Prospect of Catalysis Science & Technology

化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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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dney, Australia

5.Jihong Yu, Plenary Lecture

Toward the New Era of Designed Construction of Zeolite 

Materials

2019, Nature Conference - Emergent Materials and 

Devices: Electronic Structures and Properties

Chengdu, China

代表性奖励荣誉情况

1. 获奖人姓名：于吉红，庞文琴，李激扬，李乙，徐如人；

获奖项目名称：特定结构无机多孔晶体的设计与合成；获奖

年份：2012 年；获奖类别：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等级：二

等奖。

2. 获奖人姓名：徐如人，于吉红，陈接胜，庞文琴，李激扬；

获奖项目名称：开放骨架磷酸铝新结构类型的开拓；获奖年份：

2006 年；获奖类别：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等级：二等奖。

3. 获奖人姓名：于吉红，李激扬，李乙，徐如人；获奖项目名称：

特定孔道多孔晶体材料的设计与合成；获奖年份：2008 年；

获奖类别：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等级：一等奖。

4. 获奖人姓名：于吉红；获奖项目名称：“全国模范教师”

荣誉称号；获奖年份：2019 年；获奖类别：个人奖。

5. 获奖人姓名：于吉红；获奖项目名称：国际纯粹与应用化

学联合会（IUPAC）化学化工杰出女性奖；获奖年份：2017 年；

获奖类别：个人奖。

游书力

男，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

研究所

专业领域

有机化学

学习 / 工作经历

1992 年 9 月 -1996 年 7 月：南开大学化学系，学士，化学

1996 年 9 月 -2001 年 7 月：中科院上海有机所，博士，有

机化学

2001 年 9 月 -2004 年 1 月：美国斯克瑞普研究所，博士后

2004 年 2 月 -2006 年 4 月：美国诺华基因组学研究所，研

究员

2006 年 4 月 - 今：中科院上海有机所，研究员

2017 年 1 月 - 今：中科院上海有机所金属有机国际重点实验

室，主任

2019 年 11 月 - 今：中科院上海有机所，副所长

学术成就和学术贡献简述

首次提出了“催化不对称去芳构化（CADA）”概念，为

手性合成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并被国内外同行广泛应用。

发展了系列新型手性配体，实现了原子经济性高，环境友好

的高选择性不对称去芳构化、金属与有机串联催化和碳氢键

直接官能团化等新反应，并成功地利用新反应完成多个天然

产物全合成。发展的新配体、新反应和新概念，被 50 余个

课题组应用于发展新催化体系和新反应方法；发展的手性亚

磷酰胺配体及氮杂环卡宾催化剂已经实现了商品化，授权给

多家试剂公司进行全球销售，并被包括 2016 年诺贝尔化学

奖得主 Feringa 在内的国内外多个课题组应用，成为他们

研究中的最优配体或催化剂。独立工作以来，以通讯作者在

Angew. Chem. Int. Ed.（46 篇），J. Am. Chem. Soc.（22 

篇），Chem（5 篇），Acc. Chem. Res.（2 篇），Chem. 

Soc. Rev. （4 篇），Nat. Catal. （1 篇）， Chem. Rev. （1

篇）等国际化学类期刊上发表 SCI 论文 260 余篇，英文专著

两部，撰写章节 10 余篇。所发表文章被同行他引 14000 余

次，单篇最高他引为 490 次，他的个人 H-index 为 75。申

请中国发明专利 34 项 ( 已获 30 项授权 )。他的创新研究工作

被 C&E News 和 Synfacts 等杂志多次正面介绍。目前已有

多个工作被收录于包括教科书在内的多部专著。

化学公益贡献简述

芳烃是价廉易得的基础化学品。芳香化合物转化是有机

化学核心研究内容，但是其直接转化中的选择性调控手段有

限。因此，发展芳香化合物高效、高选择性转化的新概念与

新反应具有重要意义。围绕这一挑战性课题，游书力等提出

了“催化不对称去芳构化”概念，开发了多个新型手性配体，

发展了一系列不对称去芳构化和碳氢键官能团化新反应，并

将其应用于天然产物等功能分子合成。所发展的新概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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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体及新反应被国内外 50 余个课题组应用于全合成、发展新

型不对称反应及催化体系。这些成果对手性化学及药物化学

等领域具有重要意义，促进了芳香化合物选择性转化新反应

发现，有效地推动了有机化学的研究与发展。

在人才培养方面，已培养博士 37 人、硕士 3 人。其中

10 人晋升科学院或高校教授 / 副教授（研究员 / 副研究员），

6 人获中科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3 人获中科院院长奖学金特

别奖，5 人获中科院院长奖学金优秀奖，3 人入选青年千人计

划，2 人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

曾担任中国化学会第二十九届理事会理事，中国化学会

青年化学工作者委员第一届副主任委员。期间积极参与青委

会的会议、参加青年托举评审，并帮助组织会议。作为共同

主席组织中国化学会第三十届学术年会青年化学家论坛“合

成化学与高分子科学：挑战与机遇”（大连）；参与组织

2015 年化学前沿论坛：“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下化学工的机

遇与挑战（石河子），及中国科协 282 次青年科学家论坛：

化学与生物和能源的交叉与融合（兰州）。

目前担任中国化学会副秘书长，有机化学学科委员会副

主任和中国化学会第三十届理事会理事。能按时参加秘书长

会议，积极参与化学会各项活动的组织工作。还担任中国化

学会杂志《有机化学》第六届编委委员及副主编，《中国化

学快报》第四届编委委员，《化学学报》第二届编委委员，

及中国化学会均相催化（络合催化）专业委员会委员，手性

专业委员会委员，有机化学学科委员会副主任。为中国化学

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曾获得中国化学会青年化学奖、中国化学会 - 英国皇家

化学会青年化学奖、中国化学会 - 巴斯夫青年知识创新奖和

菁青化学卓越奖等。

代表性成果

1. You, S.-L. Asymmetric Dearomatization Reactions, 

Wiley-VCH, 2016, Weinheim.

2. You, S.-L. Asymmetric Functionalization of C-H Bonds,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2015, UK.

3. Zhuo, C.-X.; Zheng, C.; You, S.-L.* Transition-metal-

catalyzed Asymmetric Allylic Dearomatization Reactions 

Acc. Chem. Res. 2014, 47, 2558-2573.

4. Gao, D.-W.; Gu, Q.; Zheng, C.; You, S.-L.* Synthesis of 

Planar Chiral Ferrocenes via Transition-Metal-Catalyzed 

Direct C–H Bond Functionalization Acc. Chem. Res. 

2017, 50, 351-365.

5. Tu, H.-F.; Zhang, X.; Zheng, C.; Zhu, M.; You, S.-L.* 

Enantioselective dearomative prenylation of indole 

derivatives. Nature Catal. 2018, 1, 601-608.

6. Wang, Q.; Cai, Z.-J.; Liu, C.-X.; Gu, Q.; You, S.-L.* 

Rhodium-Catalyzed Atroposelective C–H Arylation: 

Efficient Synthesis of Axially Chiral Heterobiaryls. J. Am. 

Chem. Soc. 2019, 141, 9504-9510.

7. Liu, X.-J.; Zheng, C.; Yang, Y.-H.; Jin, S.; You, S.-L.* 

Iridium-Catalyzed Asymmetric Allylic Aromatization 

Reaction. Angew. Chem. Int. Ed. 2019, 58, 10493-10499.

8. Cheng, Q.; Xie, J.-H.; Weng, Y.-C.; You, S.-L.* Pd-

Catalyzed Dearomatizat ion of Anthrani ls  with 

Vinylcyclopropanes via [4+3] Cyclization Reaction. 

Angew. Chem. Int. Ed. 2019, 58, 5739-5743 (hot article).

9. Wang, Y.; Zhang, W.-Y.; You, S.-L.* Ketones and 

Aldehydes as O-Nucleophiles in Iridium-Catalyzed 

Intramolecular Asymmetric Allylic Substitution Reaction. 

J. Am. Chem. Soc. 2019, 141, 2228-2232.

10. Huang, L.; Cai, Y.; Zhang, H.-J.; Zheng, C.; Dai, L.-

X.; You, S.-L.* Chemoselective N-H Functionalization of 

Indole Derivatives via Reissert-type Reaction Catalyzed 

by Chiral Phosphoric Acid. CCS Chem. 2019, 1, 106-116.

代表性奖励荣誉情况

1） 游书力、顾庆、郑超、康强、卓春祥；芳香化合物立体

及对映选择性直接转化新策略；2017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

奖

2） 游书力；2015 年英国皇家化学会默克奖

3） 游书力；2019 年首届科学探索奖

4） 游书力；2016 年何梁何利基金青年创新奖

5） 游书力；2016 年第十四届中国青年科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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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标志着自然科学基金委在促进学科交叉融合方面又迈
出新的一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称“自然科学基
金委”）主任李静海在 11 月 29 日的交叉科学高端学术论坛上
表示。

当天，自然科学基金委宣布，交叉科学部正式成立。

核心是探索新的科学研究范式

李静海分析，学科交叉融合大势所趋，全球广泛关注，但
机遇与挑战并存。

“近年来，科学研究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前沿科学问题和
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越来越复杂，单一学科的知识、方法、
工具等已不足以破解这些重大科学难题，学科交叉研究发展趋
势明显，同时学科自身也在动态演变之中。”李静海说，基础
研究重大成果的产出也大多具有鲜明的学科交叉研究特征。不
进行学科交叉，没有新的科研范式，重大的科学突破将十分艰
难。强化学科交叉和寻求新的科研范式是未来科学技术快速发
展的必由之路。

如何促进学科交叉融合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世界各国科学
资助机构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和挑战。既有思维方式方面的障
碍，也有组织方面的困难。李静海说，促进学科交叉是全球研
究理事会长期关注的焦点议题，成员之间也经常共同研讨这一
问题，有效地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已是各国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共
识，自然也是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途径。

今年 3 月，中央编办批准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交叉科学部。
交叉科学部要怎么建，怎样才能让其真正发挥作用？自然

科学基金委紧锣密鼓进行了 20 余次调研。
“经过调研，我们总结出，交叉研究的困局主要有：形成

交叉研究文化难、 建立深度交叉合作难、获得交叉研究资助难、
评估交叉研究成果难、获得学界社会认可难等。”陈拥军说，
调研得出的启示则包括：问题是交叉研究的目标和驱动、人才
是交叉研究的主体和关键，管理是交叉研究的牵引和护航，政
策是交叉研究的遵循和保障。

基于调研结果，自然科学基金委明确，交叉科学部要以探
索新的科学研究范式，解决重大交叉科学问题为资助定位。突
出问题导向和推动科研范式变革，探索支持交叉研究的新机制，
特别要聚焦知识体系中不同知识范畴中的复杂性共性原理和重
大复杂科学问题，培育新兴交叉领域的重大原创突破。

“我们的目标是培育新的学科增长点，新的科技突破点，
新的研究范式；培养复合型科技创新人才，夯实战略性新兴产
业科学基础，孕育独具特色的交叉科学文化，打造引领科学基
金发展的‘中国模式’。”陈拥军说。

交叉科学部将创新立项、评价与资助方式，打造我国科学
基金深化改革的“试验田”。例如，部分类别项目执行“预申

请制”，以确保申请质量，部分类别项目引入“学部人员—专
家”共同指派的评审机制，等等。

“交叉科学部决不能照搬其他科学部的模式，必须进行资
助管理创新。”李静海强调。

学科交叉不能拔苗助长

交叉科学部的成立只是开始。正如李静海所说，既要对它
充满期待，更要给予包容和支持。

陈拥军说，交叉科学部的成立，满足了在传统学部难以找
到归属感的交叉学者们的迫切需求，让在传统学部难以立项的
极具交叉特征的项目有了立项的可能性，为传统学部难以促成
的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研究提供了平台。

他也坦陈，这一新成立的学部面临诸多挑战，如甄别具有
交叉科学研究特点且值得资助的项目、建立对交叉项目的合理
有效的评价机制、建立交叉领域研究的自身规范和价值观、培
养具有交叉科学特点的人才和队伍等。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名誉主席韩启德强调，学科交
叉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不能拔苗助长，
要防止一哄而上。

“学科交叉的关键在于提出好的研究问题，要实行目标导
向。”韩启德说，学部初期要下力气去主动发现并组织好的项目，
但更重要的是创造有效的交流平台，发挥纽带作用。

韩启德还建议，要完善学科交叉的同行评议制度，包括评
审专家选择、意见申诉、评委培训等制度。

作为科研人员代表，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研究员、中国科学
院院士赵宇亮认为，学科交叉研究更加需要思想和精神，更加
需要相互信任的学术环境，更加需要放弃“三认三不认”的习
惯作法。

“学科交叉并非简单地让几个不同学科的人在一起做研
究。”赵宇亮说，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是科学思想，“在发达
国家，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理念、创新文化这些概念已
经融入科学家的行为中，而在我国，还需要启蒙，不仅是对研
究者，对政策制定者同样如此。”

赵宇亮还分析，现阶段我国大部分规章制度建立在层层设
防的前提下，“‘俄罗斯套娃’式的政策把科技创新主体给‘套’
死了。”他直言，促进学科交叉研究，需要充满信任和宽容的
环境。

此外，赵宇亮说，我国学术评价长期遵从的“认第一作者、
第一作者单位、通讯作者，不认非第一作者、非第一作者单位、
非通讯作者”的“三认三不认识”极大阻碍了学科交叉。

“应采用国际通用做法，凡是做出贡献者应一视同仁。”
赵宇亮说。

自然科学基金委成立交叉学部—打造我国科学
基金深化改革“试验田“

来源：中国科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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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主办，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
局、中国工程院办公厅、中国科学报社承办，腾讯集团发展
研究办公室协办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投票评
选的 2020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世界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2021 年 1 月 20 日在京揭晓。

此项年度评选活动至今已举办
了 27 次。

评选结果经新闻媒体广泛报道
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使
公众进一步了解国内外科技发展的
动态，对普及科学技术起到了积极
作用。

2020 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01 嫦娥五号探测器完成我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之
旅 科学研究启动

 ▲ 嫦娥五号着陆器和上升器组合体着陆后全景相机环拍成像。
【国家航天局供图】

11 月 24 日 4 时 30 分，我国成功发射探月工程嫦娥五
号探测器，12 月 1 日晚间成功着陆在预选着陆区。

完成月壤取样后，嫦娥五号上升器于 12 月 3 日从月面
起飞，嫦娥五号返回器于 12 月 17 日 1 时 59 分在内蒙古
四子王旗预定区域成功着陆，标志着我国首次地外天体采
样返回任务圆满完成。

随后，重达 1731 克的嫦娥五号样品移交中国科学院，
将在位于国家天文台的“月球样品实验室”中存储、处理
和分析，正式开启月球样品与科学数据的应用和研究。

嫦娥五号任务作为我国复杂度最高、技术跨度最大的航
天系统工程，对于我国提升航天技术水平、完善探月工程
体系、开展月球科学研究、组织后续月球及星际探测任务，

具有承前启后、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02 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发射成功 北斗全球系
统星座部署完成

 ▲ 发射现场。【胡煦劼摄】
6 月 23 日 9 时 43 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

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北斗系统第五十五颗导航卫
星暨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

此次发射的北斗导航卫星和配套运载火箭分别由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属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中国运
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抓总研制，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
究院等多家科研院所全方位参与了研制建设。

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336 次飞行。在测控、地面
运控、星间链路运管、应用验证等系统的强有力支撑下，此
前发射的所有在轨卫星都已入网。至此，北斗三号全球卫星
导航系统星座部署比原计划提前半年全面完成。

03 无人潜水器和载人潜水器均取得新突破

 ▲ “海斗一号”。【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供图】
6 月 8 日，由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主持研制的

“海斗一号”全海深自主遥控潜水器搭乘”探索一号”科

两院院士评选 2020 年中国、世界十大科技进展新闻揭晓
来源：微信公众号“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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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船海试归来。
在此航次中，“海斗一号”在马里亚纳海沟实现近海底

自主航行探测和坐底作业，最大下潜深度 10907 米，填补
了我国万米级作业型无人潜水器的空白。

 ▲ “奋斗者”号。【中船 702 所供图】

11 月 28 日，由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〇二研究所
牵头总体设计和集成建造、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
究所等多家科研机构联合研发的“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
潜水器随“探索一号”科考船返航。

此次“奋斗者”号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坐底，创造了
10909 米的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标志着我国在大深度载
人深潜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此外，还有助于科学家了解深渊海底生物、矿藏、海山
火山岩的物质组成和成因，以及深海海沟在调节气候方面
的作用。

04 我国率先实现水平井钻采深海可燃冰

 ▲ 蓝鲸 II 号平台。【中国地质调查局供图】

3 月 26 日，自然资源部召开了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
第二轮试采成果汇报视频会，会议透露，此轮试采日前取
得成功，并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天然气水合物通常称为可燃冰。在水深 1225 米的南海
神狐海域的试采创造了“产气总量 86.14 万立方米、日均
产气量 2.87 万立方米”两项新世界纪录。

此次试采中，研究人员还自主研发了一套实现天然气水
合物勘查开采产业化的关键技术装备体系，创建了独具特
色的环境保护和监测体系，自主创新形成了环境风险防控

技术体系。
此次试采攻克了深海浅软地层水平井钻采核心技术，实

现了从探索性试采向试验性试采的重大跨越，在产业化进
程中取得标志性成果。我国也成为全球首个采用水平井钻
采技术试采海域天然气水合物的国家。

05 找到小麦“癌症”克星

 ▲ 受赤霉病侵染的小麦。【山东农业大学孔令让团队供图】

小麦赤霉病，是世界范围内极具毁灭性且防治困难的真
菌病害，有小麦“癌症”之称。

山东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
系小麦创新团队首席专家孔令让及其团队从小麦近缘植物
长穗偃麦草中首次克隆出抗赤霉病主效基因 Fhb7，且成功
将其转移至小麦品种中，首次明确并验证了其在小麦抗病
育种中不仅具有稳定的赤霉病抗性，而且具有广谱的解毒
功能。相关研究成果 4 月 10 日在线发表于《科学》。

目前，已有 30 多家单位利用抗赤霉病的种质材料进行
小麦抗赤霉病遗传改良，并在山东、河南、江苏、安徽等
地进行广泛试验，结果表现良好。上述成果为解锁赤霉病
这一世界性难题找到了“金钥匙”。

06 达到“量子计算优越性”里程碑

 ▲ 光量子干涉实物图：左下方为输入光学部分，右下方为锁
相光路，上方共输出 100 个光学模式，分别通过低损耗单模
光纤与 100 超导单光子探测器连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

建伟、陆朝阳团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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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等与中科院上海微系
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
研究人员合作，构建了 76 个光子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
实现了具有实用前景的“高斯玻色取样”任务的快速求解，
使得我国成功达到量子计算研究的首个里程碑——量子计
算优越性，为实现可解决具有重大实用价值问题的规模化
量子模拟机奠定技术基础。相关成果 12 月 4 日在线发表于
《科学》。

07 重现地球 3 亿多年生物多样性变化历史

 ▲ 古生代海洋生物多样性曲线与重要演化事件。  
【南京大学供图】

生命起源与演化是世界十大科学之谜之一。地球上曾经
生活过的生物 99% 以上已经灭绝，通过化石记录重建地球
生物多样性变化历史是认识当今人类居住地球生物多样性
现状与发展趋势的重要途径。

南京大学樊隽轩教授、沈树忠院士等自建大型数据库，
自主研发人工智能算法，利用“天河二号”超算取得突破，
获得了全球第一条高精度的古生代 3 亿多年的海洋生物多
样性变化曲线，其分辨率较国际同类研究提高 400 倍。

新曲线精确刻画出地质历史中多次重大生物灭绝和辐射
事件及其与环境变化的关系。成果于 1 月 17 日以研究长文
形式发表于《科学》。

08 我国最高参数“人造太阳”建成

我国新一代可控核聚变研究装置“中国环流器二号 M”

（HL-2M）12 月 4 日在成都正式建成放电，标志我国正式

跨入全球可控核聚变研究前列，HL-2M 将进一步加快人类

探索未来能源的步伐。

该项目由中核集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自主设计建

造。据悉，该装置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参数最高的先进托

卡马克装置，是我国新一代先进磁约束核聚变实验研究装

置，采用更先进的结构与控制方式，等离子体体积达到国内

现有装置 2 倍以上，等离子体电流能力提高到 2.5 兆安培

以上，等离子体离子温度可达到 1.5 亿摄氏度，能实现高密

度、高比压、高自举电流运行，是实现我国核聚变能开发

事业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依托装置，也是我国消化吸收 ITER

技术不可或缺的重要平台。

 ▲ 中国环流器二号 M 装置。中核集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

供图

09 攻克 20 余年悬而未决的几何难题

 ▲ 阐释图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供图】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陈秀雄、王兵发表的关于高维凯

勒里奇流收敛性的论文，率先攻克了哈密尔顿—田猜想和
偏零阶估计猜想——这些均为几何分析领域 20 余年来悬而
未决的核心猜想。

相关成果于 11 月初发表在《微分几何学杂志》上。据
了解，论文篇幅超过 120 页，从投稿到正式发表耗时 6 年。
该论文引进了众多新思想和新方法，对几何分析，尤其是
里奇流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悉，该文是几何分析领域内的重大进展，或将推进诸
多相关工作。

10 机器学习模拟上亿原子：中美团队获 2020 高性能计算
应用领域最高奖项戈登贝尔奖

11 月 19 日下午，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贾伟乐
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鄂维南、北京大数据研究院张
林峰研究员及其合作者共同完成的应用成果获得国际高性
能计算应用领域最高奖——戈登贝尔奖。

该项工作在国际上首次采用智能超算与物理模型的结
合，引领了科学计算从传统的计算模式朝着智能超算的方
向前进。

据悉，第一性原理分子动力学以其高精度和算法复杂著
称，长期以来，其计算的空间尺度和时间尺度受算法和算
力限制，即使利用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也只能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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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千原子体系规模。
该成果通过高性能计算和机器学习将分子动力学极限提

升了数个量级，达到了上亿原子的体系规模，同时仍保证
了「从头算（ab initio）」的高精度，且模拟时间尺度较
传统方法至少提高 1000 倍。

据了解，基于深度学习的分子动力学模拟通过高性能计
算和机器学习的有机结合，将精确的物理建模带入了更大尺
度的材料模拟中，有望在将来为力学、化学、材料、生物乃
至工程领域解决实际问题发挥更大作用。

 ▲ 机器学习 + 物理模拟 + 高性能计算 = 新的科学范式。 

【贾伟乐供图】

2020 年世界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01 完成迄今最全面癌症基因组分析

 ▲ 人乳腺癌细胞。【来源：CECIL H. FOX】
2 月 5 日，英国韦尔科姆基金会桑格研究所宣布，一个

国际团队完成了迄今覆盖面最广泛的癌症全基因组分析，
这有助于加深研究人员对癌症的认识，为开发出更高效的
治疗方案铺平道路。

这个被称为“泛癌症计划”的项目由来自 37 个国家的
1300 多名科学家合作开展，旨在研究可导致癌症的变异基因，
绘制出这些基因的全图谱，团队分析了 38 种不同类型肿瘤的
2658 个全基因组，为癌症研究获取了丰富的基因数据。

相关成果在当天以 20 多篇系列报告的形式发表在《自
然》杂志及子刊上。

02 人造叶绿体研制成功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陆地微生物研究所和法国波尔多大

学的研究人员 5 月 8 日在《科学》上发文，他们通过将菠

菜的“捕光器”与 9 种不同生物体的酶结合起来，制造了
人造叶绿体。这种叶绿体可在细胞外工作、收集阳光，并
利用由此产生的能量将二氧化碳转化成富含能量的分子。

研究人员希望他们制造的加强版光合作用系统，最终能
将二氧化碳直接转化成有用的化学物质，或者使转基因植
物吸收大气中二氧化碳的量达到普通植物的 10 倍。

这种新的光合作用将为转基因作物打开新大门，创造出
比现有品种生长速度更快的新品种。在世界人口激增的背
景下，这对农业发展是一个福音。

 ▲ 在这些 90 微米的液滴中，叶绿体中的类囊体利用阳光将
二氧化碳转化为有机化合物。【来源：T. MILLER】

03 人工智能首次成功解析蛋白质结构

 ▲ 蓝色为计算机预测的蛋白质结构，绿色为实验验证结果，

二者相似度非常高。
生物学界最大的挑战之一——蛋白质三维结构解析如

今有望被破解。谷歌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DeepMind 开发的
深度学习程序 AlphaFold 能够精确预测其三维形状。

长久以来，人们需要借助实验确定完整的蛋白质结构，
这些方法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时间。而现在，人工智能
也有能力给出精确预测的计算方法，可能只要几天甚至半
个小时。

11 月 30 日， 在 蛋 白 质 预 测 结 构 挑 战 赛 CASP 上，
AlphaFold 程序在百余支队伍中脱颖而出。将深度学习与
张力控制算法结合，并应用于结构和遗传数据，该深度学
习网络利用目前已知的 17 万种解析完毕的蛋白质进行了训
练。

DeepMind 有 关 研 发 团 队 表 示， 还 将 继 续 对
AlphaFold 展开训练，以便更好地解析更复杂的蛋白质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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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新型催化剂将二氧化碳变为甲烷

 ▲ 一种新的催化剂增加了利用可再生能源产生甲烷的希望。
【来源：MEHMETCAN】

研究人员一直试图模仿光合作用，利用太阳的能量制造

化学燃料。现在，美国科学家开发出一种新型铜 - 铁基催化

剂，可借助光将二氧化碳转化为天然气主要成分甲烷，这

一方法是迄今最接近人造光合作用的方法。

研究人员称，新催化剂如获进一步改良，将降低人类对

化石燃料的依赖。1 月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报道

了这种新型催化剂，作为将二氧化碳转化为甲烷的光驱动

催化剂，其效率和产量是有史以来最高的。

05 脑 - 机接口技术助瘫痪男子重获触觉

 ▲ 在 2010 年遭受严重脊髓损伤后，伊恩·伯克哈特在他的运
动皮层植入了微型芯片，将大脑电信号转到电脑上控制手臂，
使其能够再次抓住和感觉物体。来源：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

4 月 23 日，美国巴泰尔科研中心和俄亥俄州立大学韦
克斯纳医学中心的研究团队在《细胞》上发文，他们成功
利用脑—机接口（BCI）系统帮一位瘫痪患者恢复了手部触
觉。

这项技术能捕捉到人所无法感知的微弱神经信号，并通
过发回受试者大脑的人工感觉反馈来增强这些信号，从而
极大地优化受试者的运动功能。

BCI 系统在改进后成为首个同时恢复运动与触觉功能的
系统，不仅能让受试者仅靠触觉就能感知到物体，还能够

感知握持或捡拾物体时所需的压力。

06 绘出迄今最大三维宇宙结构图

 ▲ 右图中 2D 星系经过距离测量确定后，放置入 3D 星图中
（左）。【来源：Image&colon; Sloan Digital Sky Survey】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 7 月 20 日报道，在对 400 多万个星
系和蕴含巨大能量的超亮类星体进行分析后，国际斯隆数
字巡天调查（SDSS）项目发布了迄今最大的宇宙三维（3D）
结构图。

绘出该图的是多国科研人员组成的“扩展重子振荡光谱
巡天（eBOSS）”项目，它是世界最大星系巡天项目“斯
隆数字巡天（SDSS）”的一部分。最新成果建立在世界各
地数十家机构的数百名科研人员超过 20 年合作的基础上，
由 eBOSS 项目耗费数年完成。

目前理论认为宇宙产生于约 138 亿年前的大爆炸。通
过理论分析和天文观测，科研人员此前对宇宙的远古历史和
最近的膨胀史都有相当了解，但中间却存在一个约 110 亿
年的认知缺口。有关研究人员表示，新成果终于填补了这
一空白，是宇宙学领域的重大进展。

07 在超高压下实现室温超导

 ▲ 一种氢、硫和碳的化合物被压在两颗钻石之间，在室温下

实现超导。          【图源 /ADAM FENSTER】
10 月 16 日，美国的一个科研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

研究成果。该团队在超高压下的一种氢化物材料中观察到
室温超导现象，这一新突破让研究人员朝着创造出具有极
优效率的电力系统迈进了一步。近年来超导研究的进展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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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富氢材料在高压下可将超导温度提高至零下 23 摄氏
度左右。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科研人员在实验室中将可实现零电阻
的温度提高到了 15 摄氏度，这个效果在 2670 亿帕斯卡压
力下的一个光化学合成三元含碳硫化氢系统中被观察到，
这个压力约是典型胎压的 100 万倍，并且达到了实验中实
现的最高压力值。

08“基因魔剪”首次直接用于人体试验

 ▲ 人类视网膜。CRISPR 疗法首次被直接用于人体，以治疗

一名遗传性失明患者。

一名遗传失明症患者成为接受 CRISPR-Cas9 基因疗
法直接人体试验的第一人。据 3 月初英国《自然》网站报
道，科学家首次开展临床试验，将 CRISPR-Cas9 基因疗法
直接用于人体，治疗遗传性眼病——莱伯氏先天性黑蒙症
（LCA10）。

LCA10 是导致儿童失明的主要原因，目前尚无治疗方
法。CRISPR-Cas9 有“基因魔剪”之称，在最新试验中，
这种基因编辑系统的组件将被编码于病毒基因组中，然后
直接注入患者眼睛的近光感受器细胞内。

这项最新实验名为“光明”（BRILLIANCE），由美国
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遗传性视网膜疾病专家马克·彭勒斯
与美国 Editas Medicine 公司等携手开展，他们表示，此
试验旨在测试该基因编辑技术移除导致 LCA10 的基因突变

的能力，具有里程碑意义。

09 引力波探测器发现迄今最强黑洞合并

引力波探测器探测到了天文学家未曾想到的惊人发
现——迄今为止我们所知的最大规模的黑洞合并事件。9 月
2 日，《物理评论快报》和《天体物理学期刊快报》分别上
线文章，介绍了这项发现。

此次黑洞合并最早被发现于 2019 年 5 月 21 日，合并
产生的引力波被美国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和意
大利室女座干涉仪（Virgo）探测到，合并事件被命名为
GW190521。

这是上述引力波探测器今年第二次探测到非常规的黑洞
合并事件。此次合并事件中，两个黑洞的质量分别是太阳的
85 倍和 66 倍，合并后形成的新黑洞质量接近 150 个太阳。

 ▲ 黑洞碰撞概念图。【来源：Science Photo Library】

10 冷冻电镜技术突破原子分辨率障碍

 ▲ 冷冻电镜揭示了去铁铁蛋白的原子细节。   

               【来源：PAUL EMSLEY】
如果想绘制出蛋白质最微小的部分，科学家通常需要使

数百万个单个蛋白质分子排列成晶体，然后用 X 射线晶体
学分析它们；或者快速冷冻蛋白质的副本，然后用电子轰
击它们，这是一种低分辨率的方法，叫做冷冻电镜技术。

在电子束技术、探测器和软件进一步的帮助下，来自英
国和德国的两组研究人员将分辨率缩小到 1.25 埃或更小，
这已经足以计算出单个原子的位置。

增强的分辨率或使更多的结构生物学家选择使用冷冻电
镜技术。目前，这项技术只适用于异常坚硬的蛋白质。下
一步，研究人员将努力在刚性较小、较大的蛋白质复合物（如
剪接体）中达到类似清晰程度的分辨率。相关论文于 10 月
21 日发表在《自然》。

 ▲ 图源：Designed by macrovector on Free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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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综合绩效评价考核

要点和共性问题解析

近
日，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公共服务平台公布了“大

气污染成因与控制技术研究”重点专项 2020 年度项

目综合绩效评价结论，1 个项目结题，64 个项目通过。

自 10 月 14 日国科管系统公示首个到期重点专项综合绩效评价

开始，截至目前，已公示了 8 个重点专项 176 个项目综合绩效

评价的结论公示。其中 166 项通过，4 项未通过，6 项结题。

有读者提问评前审查的注意事项，以及综合绩效评价通过的条

件、未通过和结题的原因是什么。那小编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

下吧。

2018 年，科技部印发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综合绩

效评价工作规范（试行）》，明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实施

期满后，项目管理专业机构（以下简称专业机构）应立即启动

综合绩效评价工作。

综合绩效评价重点包括项目（课题）任务完成情况和经费

管理使用情况等方面。有关工作分为课题绩效评价和项目综合

绩效评价两个阶段，在完成课题绩效评价的基础上开展项目综

合绩效评价。

一、课题绩效评价考核要点

( 一 ) 项目目标、考核指标完成情况等（55 分）

对照任务书，考核项目任务目标和考核指标的完成情况。

( 二 ) 成果水平、创新性、应用前景及示范推广情况（30 分）

1. 原创性和科学价值（20 分）

重点考核代表性成果（新发现、新原理、新方法、新规律）

是否在国内外首次阐明、是否解决本领域公认的重大科学问题

或经济社会发展中和国家安全重大需求中的关键科学问题。

2. 影响力（10 分）

包括但不限于代表性成果的评价情况、正式出版的学术专

著在国内外学术界所处的地位、重要学术会议报告、被引入教

科书情况、科普工作情况。

（三）组织管理、人才培养、数据共享、科技报告呈交、技术

档案归档等情况（15 分）

1.  项目组织与数据档案管理（10 分）

组织管理情况包括项目管理制度建设和落实情况，项目重

大、重要调整报批情况。

数据档案管理情况包括项目资料归档情况、科技报告呈交

情况、科学数据汇交情况。

项目管理情况包括项目管理制度建设情况、项目调整情况。

知识管理情况包括项目资料归档情况、科技报告呈交情况、

数据共享情况。

2. 团队建设及人才培养（5 分）

对国内科研团队水平的提升和人才培养的贡献包括团队水

平提升情况、人才培养情况。

对团队科研水平的提升和人才培养的贡献包括团队水平提

升情况、人才培养情况。

二、项目综合绩效评价结论

（1）通过：按期保质完成任务书目标和任务

评价条件：2/3 以上专家同意为通过 ; 合格：综合平均得分 90

分及以下 ; 优秀：综合评分得分 90 分以上，同专项内不高于

15%

（2）未通过：因非不可抗力未完成任务书主要目标和任务

未按时提交评价材料的；逾期未开展课题绩效评价的；未完成

主要目标和任务的；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等等。

（3）结题：因不可抗力未完成任务书确定的主要目标和任务

三、项目评前审查主要内容

综合绩效评价重点包括项目（课题）任务完成情况和经费

管理使用情况等方面。

有关工作分为课题绩效评价和项目综合绩效评价两个阶

段，在完成课题绩效评价的基础上开展项目综合绩效评价。

收到综合绩效评价材料后，专业机构应组织开展评前审查。

审查工作可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评估机构应当具有丰富

的国家科技计划预算评估工作经验、熟悉国家科技计划和资金

管理政策、建立了相关领域的科技专家队伍支撑、拥有专业的

预算评估人才队伍等。

审查内容包括：

（1）资料的完整性、合规性。

（2）审计报告反映的问题是否准确、客观、全面，并填写《审

计报告质量评价表》。

（3）对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组织进行整改，要求项目牵头

单位组织各课题承担单位于 15 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材料，如未

按时提交整改材料，且无正当理由的，按相关支出不合理认定。

（4）对整改后各课题专项资金的收支及结余情况进行调整

并出具审查意见。

审查工作应在收到综合绩效评价资料后 25 个工作日内完成。

来源：锐动源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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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费评前准备工作

（一）政策依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资金管理办法》（财科教 [2016]113

号）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综合绩效评价工作规范（试行）》

（国科办资 [2018]107 号）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综合绩效评价评前审查工作规

范》

《中央财政科技计划项目 ( 课题 ) 结题审计指引》

（二）项目评前审查主要内容

（1）主要流程

审查的主要流程为，评前审查资料转交，进行形式审查，

如形式审查不合格，评估机构会反馈《项目形式审查意见表》，

要求补充相关材料，合格后进入评前审查资料正式移交阶段，

正式评审环节包括评前初审，评前复审，其中，评前初审存在

问题的，会反馈《评前审查意见反馈表（初评）》《整改通知

书》，问题整改应在 15 个工作日提交整改材料，进行评审复查。

从资料提交到出具审查意见，不超过 25 个工作日。

评前审查需提供材料包括：

项目综合绩效自评价报告；

课题绩效自评价报告；

审计报告和相关补充说明材料等。

（2）形式审查

评估机构收到专业机构转交的资金评议相关材料后，首先

对材料的完整性、合规性进行形式审查。主要内容包括：

课题结题审计报告与项目结题审计汇总报告纸质版是否为

正式出具的报告，如 : 是否为系统打印的、是否为最新版本、

签章是否齐全、会计师事务所是否在“十三五”遴选名单之列；

审计报告要素及 9 个附件是否齐全审计报告附件清单，需

加盖审计项目（课题）承担单位财务专用章，九个附件为：

1. 结题审计业务约定书

2. 报专业机构调剂申请及批复文件

3. 履行单位内部预算调剂申请及批复材料

4. 课题承担单位和参与单位的中央财政资金支出明细账

5. 课题外拨资金的记账凭证及银行汇款单

6. 课题劳务费和专家咨询费每个单位按资金量支出额度排

序，前 5 笔大额支出的记账凭证及发放签收单

7. 课题应付未付证明材料（合同、发票等复印件）

8. 课题预计支出说明材料

9. 审计报告披露问题的佐证材料

审计基准日是否正确；

审计报告是否存在影响后续审查判断、导致无法开展审查

工作的事项。（如主要数据错误、单位和项目（课题）基本信

息等填写错误）；

课题绩效自评价报告中资金投入使用情况内容是否齐全，

《课题资金支出情况表》是否填列；项目综合绩效自评价报告

中资金投入、拨付与支出情况内容是否齐全，《项目牵头单位

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拨付情况表》和《项目资金支出情况汇总表》

是否填列。

（三）评审初审程序

审查审计报告和相关补充说明材料，并按课题对审计报告

披露的问题和在审查中发现的新问题进行汇总分析；对审查工

作进行质量控制，建立相应的稽核机制。

（四）评前审查主要内容

1. 资金到位和拨付情况

中央财政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到位情况；项目（课题）承

担单位是否按照任务进度对课题承担单位、参与单位及时足额

拨付资金。

2. 会计核算和资金使用情况

课题承担、参与单位的会计核算是否规范；指出与课题任

务是否相关、经济合理，开支范围和标准是否符合规定；资产

管理情况；财务档案保存情况。

3. 预算执行与调整情况

专项经费预算调整是否履行规定的程序；是否未经批准增

减课题参与单位；专项经费预算执行情况等。形成《课题资金

评前审查意见反馈表（初审）》《审计报告质量评价表》

4. 问题整改

对资金管理存在的问题组织进行整改。如：课题资金未单

独核算；课题单位向参与单位多拨、少拨经费；超范围、超标

准支出中央财政资金等。要求项目牵头单位组织各课题承担单

位于 15 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材料，如未按时提交整改材料，

且无正当理由的，按相关支出不合理认定。

5. 评前复审

收到整改材料后，对整改材料进行复核；

根据整改情况，对整改后各课题中央财政资金的收支及结

余情况进行调整；

形成《课题资金评前审查专家组意见表（复审）》。

6. 出具审查意见

若被审查课题资金管理无问题或无需整改，则以依据课题

审计报告和课题资金评前审查专家组复审意见，对课题资金投

入、使用、管理等方面进行认定，形成《课题资金评前审查意

见表》；

若被审查课题资金管理存在问题进行了整改，则填写课题

存在的问题及相关整改情况，并对课题资金投入、使用、管理

等方面情况和整改后中央财政资金支出及结余情况进行认定，

形成《课题资金评前审查意见表（整改）》。

7. 保密项目

保密项目和拟对成果定密的非保密项目的综合绩效评价，

参照此办法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

《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保密课题结题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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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由专业机构组织以财务检查形式开展。 

五、项目评前审查注意事项

（一）制度建设

承担和参与单位应当建立健全与中央财政资金管理和使用

相关的制度，明确课题资金支出的审批程序和要求：

1. 制定单位领导、科研和财务部门负责人、课题负责人等

方面的审核、签批流程；制定预算科目调剂的审批流程和相关

制度；制定固定资金管理、政府采购等方面的相关财务制度。

2. 严格执行国家和单位的有关制度

3. 及时拨付参与单位中央财政资金

4. 按照课题任务书要求和研发任务的实际进度需要，及时

转拨参与单位中央财政资金，严禁以任何方式变相转拨。

（二）单独核算

承担单位将课题资金纳入单位财务统一管理。专款专用，

中央财政资金只能用于本课题的研究任务；

课题承担单位与参与单位均应对中央财政资金和其他来源

资金分别单独核算，可通过如下方式实现：

在单位会计核算系统中设辅助明细账，对中央财政资金和

其他来源资金分别进行单独核算。

在单位会计核算系统中单独设置会计科目（分别设收入和

支出科目），对中央财政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分别进行单独核

算；

规范会计基础性工作，保证会计信息完整、真实、准确；

按照承诺保证其他来源资金及时足额到位。

（三）重大事项

项目（课题）承担单位、课题参与单位变更，项目（课题）

负责人变更；

课题延期或课题任务延迟、课题任务目标调整；

项目预算总额调剂，项目预算总额不变，课题间预算调剂；

课题预算总额不变，课题参与单位之间预算调剂以及增减参与

单位的。

由项目牵头单位或课题承担单位逐级向专业机构提出申

请，专业机构审核评估后，按有关规定批准。

（四）结题审计

课题承担单位从国家科技管理信息系统选取具备国家科技

计划（专项、基金等）资金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实时更新）

开展课题结题审计。审计报告和相关补充说明材料等由会计师

事务所上传。

六、评前审查常见问题提示

（一）形式审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项目和课题审计报告均非最新版本；

项目课题审计报告非系统打印；

课题审计报告缺少 9 个附件；

课题审计报告审计基准日不准确；

项目或课题缺少绩效自评价报告；

提供的中央财政资金支出明细账非财务系统导出打印，而

是 Excle 统计表或者财务系统外统计表；

课题外拨资金未提供记账凭证及银行汇款单；

提供的劳务费和专家咨询费未按单位、未按资金量支出额

度排序；

提供的劳务费和专家咨询费缺少发放签收单；

课题应付未付证明材料未提供合同、发票等复印件；

课题有预计支出，未提供说明材料。

（二）评前初审需要整改的问题

中央财政资金未实现单独核算；

其他来源资金未实现单独核算；

中央财政资金和其他来源资金未实现分别单独核算；

项目牵头单位、课题承担单位变更未按规定履行相关程序；

项目负责人、课题负责人变更未按规定履行相关程序；

变更其他来源资金来源未按规定履行相关程序；

使用零余额账户支付课题费用；

自行增加或减少课题参与单位未按规定履行相关程序；

课题承担单位未按预算拨付课题参与单位中央财政资金

（多拨、少拨）。

（三）评前初审需要补充的问题

两大类预算科目间调剂预算缺少相关手续；

其他来源资金到位率低；

其他来源资金预算科目金额进行较大调整；

列支燃料动力费分摊依据不充分；

课题预计支出未分单位说明的；

专家咨询费、劳务费列支依据不充分。

（四）结余资金认定

结余资金认定数 = 预算批复数 - 审计认定数 - 应付未付认

定数 - 预计支出认定数；

预算批复数以任务书批复的金额为准，调剂后的预算数以

课题执行周期内，按有关规定履行预算调剂程序后的金额为准；

审计认定数为课题执行周期内调整违规支出、不合理支出、

与课题无天支出等后的审计认定已支出金额；

应付未付认定数为课题执行期内发生的与课题研发活动直

接相关的费用尚未支付、需在基准日后支付的金额认定数；

预计支出主要内容为与综合绩效评价相关的会议费、差旅

费，专家咨询费，与课题相关出版费和论文、专利等的相关费用，

间接费用等，不支持后续研发相关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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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有机框架（MOFs）是一类由金属离子或金属簇与有

机配体通过配位键自组装形成的晶态多孔材料。MOFs 材料

超高的比表面积，丰富可设计的结构类型以及可调节的化学

功能性使其在气体吸附与分离，多相催化以及传感等诸多领

域得到了广泛应用。然而，在水环境中，MOFs 材料的有机

配体易被水分子逐步取代，最终导致骨架的崩塌。水稳定性

仍然是阻碍大多数 MOFs 材料实际应用的一大挑战。

近年来，通过表面疏水修饰来提升 MOFs 材料水稳定性

的方法得到迅速发展。MOFs 材料的表面可修饰性和兼容性

为 MOF 表面润湿性的调节提供了潜在的机会，因此，大部

分 MOF 材料的表面疏水修饰主要通过后合成修饰与材料复

合两种方式实现。上述方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 MOF

材料的水稳定性，但仍会受到 MOF 种类的限制或者面临孔

道堵塞等问题。因此，开发一种简便通用的策略，在尽可能

维持 MOF 原有孔特性和催化活性位暴露的前提下来提升水

敏感 MOFs 的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最近，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江海龙课题组提出了一种一步

法表面聚合策略，通过在 MOFs 表面包覆一层疏水聚合物，

在几乎不影响 MOFs 原有孔特性和催化活性位暴露的前提下

大幅提高了水敏感 MOFs 的稳定性，进一步拓宽了 MOFs 材

料在催化领域的应用。此策略将 MOFs 材料与 2,2,2- 三氟乙

基甲基丙烯酸酯和3-(甲基丙烯酰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混合，

利用偶氮二异丁腈遇热分解引发两种聚合物单体聚合包覆在

MOFs 颗粒表面（图 1）。疏水聚合物层可以有效减少水分

子对金属簇的进攻，提高 MOFs 的水稳定性。

 ▲ 【图 1】一步法表面聚合过程示意图

通过稳定性测试发现，水敏感的 HKUST-1 在水中浸泡 3

天后便彻底失去了原本的形貌和孔结构，而表面疏水聚合后

的复合材料 HKUST-1-P 在经过相同的水处理后可以极好地

维持其原有的形貌和孔特性（图 2）。不仅如此，疏水聚合

物层的引入并未对 HKUST-1 的比表面积产生较大影响。为

了进一步验证该方法的普适性，作者对与 HKUST-1 组成和

结构完全不同的 MOFs 进行了类似的表面聚合修饰。实验结

果表明，该策略对水稳定性不强的 ZIF-67 和 MIL-125 也同

样适用。

 ▲ 【图 2】(a-b) HKUST-1 和 (c-d) HKUST-1-P( 左 ) 水处理
前和 ( 右 ) 水处理 3 天后的 SEM 图像 ( 插图 : 静态水接触角
和放大图像 )。(e) HKUST-1 和 HKUST-1-P 水处理前后 N2
吸附等温线。

基于 HKUST-1-P 的高水稳定性，作者随后将该材料应用

于水介质中的苯并咪唑合成与 Knoevenagel 缩合反应。研

究发现，HKUST-1-P 表现出来的催化活性与催化稳定性均高

于原始 HKUST-1，证明疏水聚合物保护层不会影响催化活性

位点与催化底物的接触。同时，疏水聚合物层的引入可以调控

MOF：有了这层疏水保护，水中催化稳定又高效
来源：CCS Chemistry

文章链接：https://doi.org/10.31635/ccschem.020.20200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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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序分子中子全散射是实时观测溶剂内部结构的唯

一方法。在计算机模拟的辅助下，可以建立各种混合溶

剂在不同温度、压力下最可几的全原子结构。但是常用

的模拟软件诞生于上世纪 80 年代，无法进行并行计算，

并且模拟体系小。随着中国散裂中子源的建成和对实验

用户的开放，开发中子散射数据分析软件已经成为服务

用户的一项重要工作。

最 近， 程 贺 课 题 组 使 用 C++ 设 计 并 开 发 了 一 套 实

现 EPSR 算 法 的 软 件 NeuDATool。NeuDATool 通 过

调用 MPICH2 实现计算机集群的跨节点并行，通过调用

CUDA 支 持 GPU 硬 件 加 速， 软 件 还 通 过 C++ 内 置 的

NeuDATool：支持 GPU 硬件加速和计算机集群跨节点并
行的开源中子散射数据分析软件

来源：CJCP 化学物理学报英文刊
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7YjjVaoktP1K6kXKsdaOLg

本 文 作 者 程贺，1996 年 考 取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大
学，2006 年 在 吴 奇 教 授 课 题 组 获 得 博 士 学 位；
随后赴中科院化学所韩志超研究员课题组工作；
2014 年加入中国散裂中子源，成为中国科学院
高能物理研究所东莞研究部研究员；致力于使用
散射方法，研究软物质多相多尺度结构的动力学
和动态学行为，作为通讯作者，已发表 SCI 论文
40 余篇。

OpenMP 实现共享内存的并行加速。多种并行技术的使

用使软件具有非常卓越的运算性能。软件能够模拟包含

1000 万原子以上的系统，从而可以让用户使用全原子模

型模拟分析样品纳米尺度以上的原子结构。利用 C++ 的

Class 继承机制，用户可以方便地定义分子和模拟体系。

现在软件开发已经初步完成，使用液态水和玻璃态二氧

化硅的中子散射数据完成了基本的正确性和速度测试。

此研究成果发表在化学物理学报英文刊上。

本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基金支持。

该 工 作 以 Communication 形 式 发 表 在 CCS 

Chemistry，并在官网“Just Published”栏目上线。

该工作提供了一种简便，温和且普适的策略，通过调控

MOF 材料的表面润湿性，大幅提高了 MOFs 的水稳定性，

同时实现了其在水介质中有机合成反应的高效催化，为水稳

定 MOF 材料的合成与应用展示了新的方向和可能性。

MOF 催化活性中心周围的亲疏水微环境，促进疏水底物的富

集和转化。

 ▲ 【图 3】HKUST-1-P（紫柱）和 HKUST-1（蓝柱）在水
介质中的催化性能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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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研究 

来源：催化学报 CJCatal
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nFUWIFRSGMuTsGRF_syYUg

随着化石燃料大量使用带来的温室效应、能源匮乏以及环

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寻找清洁高效的可再生能源代替传统化

石燃料，已经成为当今的研究重点之一。太阳能驱动的水分解

制备氢气和 CO2 还原为可利用的含碳化合物，不仅提供了理

想的能源气体 H2 和有经济价值的化学物质，也降低了大气中

CO2 的浓度，从而实现太阳能的转换与储存。水分解反应包含

两个半反应，即质子还原和水的氧化。其中水的氧化反应是一

个涉及四个电子和四个质子转移的复杂过程，需要很高的活化

能，被认为是全分解水反应的瓶颈步骤。此外，CO2 还原也是

光合作用的重要半反应，是将太阳能转化为化学燃料 / 原料的

重要途径。因此，寻找一种同时具有高催化活性和稳定性的水

氧化和 CO2 还原的双功能光催化剂至关重要。

近日，《催化学报》在线发表了兰州大学丁勇教授团队在

光催化水氧化和 CO2 还原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该工作报道了

无定形 CoOX 耦合碳点 CDs@CoOX 光催化剂用于提高水氧化

和二氧化碳还原性能的研究。论文共同第一作者为孙万军和孟

翔宇，论文通讯作者为丁勇教授。

 ▲ 【图 1】 (a) 催化剂 CDs@CoOX 的合成 , (b) 碳点的 TEM, 
(c) CDs@CoOX 的 XRD 和 (d, e) XPS

研究以双氰胺和葡萄糖为原料，通过简单的水热法脱水聚

合得到碳点 (CDs)，再与 Co(NO3)2 · 6H2O 形成均匀溶液烘干

后，通过改变不同煅烧温度 (200, 300, 400 和 600 ˚C), 构筑

了一系列 CoOX 耦合碳点的海绵状多孔结构的双功能光催化剂

CDs@CoOX, 并首次应用于光催化水氧化和 CO2 还原。研究发

现 , CDs 可以作为模板来调节复合物的结晶度 , 当在 300 ˚C 煅

烧时得到的是无定形催化剂 CDs@CoOX-300, 相比未掺杂的

Co3O4, CDs 的引入在促进光催化水氧化和 CO2 还原活性方面

起着关键作用。因此 , 当与碳点耦合时 , CDs@CoOX-300 复

合物不仅暴露了更多的活性位点 , 而且促进了电荷分离。最终 , 

CoOX 和 CDs 之间的协同作用促进了水氧化和 CO2 还原。

 ▲ 【图 2】 (a) 产氧动力学曲线 , (b) 不同条件下 CO2 还原反
应气体析出速率

以 [Ru(bpy)3]Cl2 为光敏剂 , Na2S2O8 为牺牲电子受体 , 

在 pH 为 9.0 的硼酸缓冲液中 , CDs@CoOx-300 为光催化

剂 , 最 大 O2 收 率 为 40.4%, 在 460 nm 处 具 有 58.6% 的

表观量子效率。同时将该催化剂 CDs@CoOx-300 用于以

[Ru(bpy)3]Cl2-TEOA 的体系中进行光催化还原 CO2 时 , CO

的生成速率为 8.1 μmol h-1, 且 CO 选择性高达 89.3%, 展

现出了优异的催化性能。此外 , 在水氧化和 CO2 还原循环测

试中 , 发现 5 次反应后 , 催化活性无明显降低 , 说明该双功

能催化剂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本研究为未来合理构建高效、

稳定的碳掺杂的钴基双功能光催化剂提供了重要的启发和研究

思路。

兰州大学丁勇教授课题组：无定形 CoOX 耦合碳点构
筑海绵状多孔结构的双功能光催化剂用于水氧化和二
氧化碳还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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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研究

近日，广西大学王益林课题组在《分析化学》期刊上发

表了碘刻蚀金纳米棒比色法测定多巴胺的最新研究成果。论

文第一作者为覃秀，通讯作者为王益林教授。本研究得到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No.61664002) 支持。

多巴胺 (DA) 具有较强的还原性，与 KIO3 反应生成的 I2

可将 Au0 氧化成 Au+。由于两端的反应活性较高，AuNRs 被

纵向刻蚀，长度变短，溶液颜色由酒红逐渐变蓝，LSPR 吸收

峰蓝移 ( 图 1)，且蓝移程度随 DA 浓度的升高而增大，据此

可建立波长蓝移值与 DA 浓度之间的定量关系。

 ▲ 【图 1】 检测原理示意图

用透射电镜 (TEM) 和吸收光谱验证方法的可行性。

图 2A 表明，制备得到的 AuNRs 长径比约为 5:1；LSPR

吸 收 峰 位 于 980 nm 处 ( 图 2D 中 的 曲 线 a)。 为 提 高

I2 对 AuNRs 的 刻 蚀 效 果， 实 验 中 加 入 少 量 Br- 离 子。

图 2B 和 2C 是 在 AuNRs - KIO3- NaBr 体 系 中 加 入 不

同 浓 度 DA 后 的 TEM， 图 2D 是 对 应 的 UV-vis 吸 收 光

谱。可以看出，随着 DA (20 μmol/L) 的加入，AuNRs

的 长 度 变 短 ( 图 2B)，LSPR 吸 收 峰 从 980 nm 蓝 移 到

840 nm，颜色从酒红变到紫红 ( 图 2D)，这是 DA 还原

KIO 3 生 成 了 I2，导致 AuNRs 被刻蚀的结果。当 DA 浓度

增加到 90 μmol/L，AuNRs 变得更短 ,TEM 中甚至可以看

到金纳米球 ( 图 2C),LSPR 吸收峰进一步蓝移至 750 nm，

溶液呈明显的蓝紫色（图 2D）。

 ▲ 【 图 2】 加 入 DA 前 后 AuNRs -KIO3 -NaBr 体 系 中
AuNRs 的形貌及紫外 - 可见吸收光谱图 : (A) AuNRs 的 TEM
图 ; (B) 加入 20 μmol/L DA 后体系中 AuNRs 的 TEM 图 ; (C) 
加入 90 μmol/L DA 后体系中 AuNRs 的 TEM 图 ; (D) 与 (A-C)
相对应的 AuNRs 的紫外 - 可见吸收光谱

为验证 DA 与 KIO3 反应生成 I2，测定了 KIO3 溶液在
不同物质存在下的紫外 - 可见吸收光谱 ( 图 3A)。KIO3 和
DA 溶液都呈无色透明状 ( 内插图 a 和 b)，且在扫描范围内
没有明显的吸收峰 ( 曲线 a 和 b)。加入 DA 后的 KIO3 溶液
呈淡黄色 ( 内插图 c)，在 375 nm 处有一特征吸收峰 ( 曲
线 c)，加入淀粉后的黄色溶液立即变成深蓝色 ( 内插图 d)。
上述实验表明，DA 还原 KIO3 生成了 I2。从图 3B 可以看
出，NaBr 及 NaBr 和 DA 混合物的加入对 AuNRs 的光谱
没有影响（曲线 a，b 和 c），AuNRs+ KIO3+DA 体系的
光谱与 AuNRs 相比有较小程度的蓝移（曲线 a 和 e），在
AuNRs+ KIO3+DA 体系中加入 NaBr 后 AuNRs 光谱的蓝
移程度明显增大（曲线 f）。曲线 d 和 a 几乎重合，说明在
控制的实验条件下，KIO3 和 NaBr 没有反应生成 Br2，或者
生成了 Br2 但 Br2 不能刻蚀 AuNRs，NaBr 的加入可提高检
测的灵敏度。

 ▲ 【 图 3】 (A) KIO3、DA、KIO3+DA 和 KIO3+DA+1% 淀
粉的吸收光谱；(B) AuNRs 在不同反应体系中吸收光谱：

来源：分析化学期刊
文章链接：http://www.analchem.cn/article/doi/10.19756/j.issn.0253-3820.201384

《分析化学》第 49 卷第 1 期封面：基于碘刻蚀金纳米棒
的比色法测定多巴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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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研究 

来源：高分子科学
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K-Tez04AKoe6Vm8oa0KLyw

(a) AuNRs, (b) AuNRs+ NaBr, (c)AuNRs+ NaBr +DA, (d) 
AuNRs+ KIO3+NaBr, (e)AuNRs+ KIO3+DA, (f)AuNRs+ 
KIO3+NaBr+ DA

以 Δλ (Δλ = λ0 - λ, 其中，λ0 和 λ 分别加入 DA 前后的最

大吸收波长 ) 为评价指标，考察了 KIO3 浓度、温度、pH 值

和孵育时间等因素对体系响应信号的影响。在 KIO3 浓度为 0.7 

mmol/L、反应温度为 50 °C、pH 2.6 及孵育时间为 6 min

的条件下，研究了 DA 浓度对波长蓝移的影响。DA 浓度越高，

产生的 I2 越多，AuNRs 被刻蚀的程度越大，波长移动越明显

( 图 4A)，相应溶液由酒红逐渐变为紫红及粉红。DA 浓度

在 0.80 ~ 60.0 μmol/L 范围内， Δλ 与 DA 浓度呈良好的线

性关系 ( 图 4B)，回归程为 Δλ= 3.419C + 0.870，相关系数

0.996，方法检出限 (3σ/ k) 0. 62 μmol/L。

 ▲ 【图 4】（A）不同浓度 DA 刻蚀 AuNRs 后的吸收光谱；
（B）Δλ 与 DA 浓度间的线性关系

以两位志愿者尿液为样品，通过加标回收法验证方法的准确

度。测定结果表明，不同浓度的加标回收率在 103.0% -110.8%

范围内，多次测定的相对标准偏差低于 5%，说明方法的准确度

和精密度满足微量分析的要求，可应用于实际样品的测定。与

之前报道的 DA 检测方法相比，本文所建立的方法在线性范围

和响应时间上优于大多数的 DA 分析方法；虽然方法的检出限

不是最低的，但用波长变化值代替吸光度值进行定量分析，可

克服因吸光度过低或过高而引起的偏离比尔定律的局限。

本文通讯作者王益林，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

导师，主要从事分析化学教学和纳米材料的制备及其

在化学生物传感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指导学生参加

第十六届（2019 年）“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自然科学学术论文类）竞赛，并获三等奖；

主持完成广西自然科学基金 1 项；作为主要参与人员，

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 项；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

在 Materials Letters、Sensors and Actuators B、

Analytica Chimica Acta 等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 SCI

论文 70 余篇。

高分子多孔膜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油水分离、空气净化、

电池等领域。在迄今为止的众多材料中，聚丙烯具有成本低、

力学性能好、易加工和化学稳定性好等优势，是制备多孔膜

的理想材料之一。目前最主流的微孔膜生产工艺有三种：干

法单向拉伸工艺、干法双向拉伸工艺和湿法工艺。与其余两

种工艺相比，干法双向拉伸工艺因其制备的微孔膜力学性能

优异且工艺简单受到了更多的关注。然而，其微孔膜具有大

的孔径和差的孔径分布，这极大地限制了其应用，因此研究

如何改善微孔膜孔径分布具有重要意义。

四川大学向明教授课题组：β 聚丙烯在异步和同步双向拉
伸过程中结构演变的比较

基于上述背景，四川大学高分子研究所向明教授课题组采

用同步双向拉伸工艺制备聚丙烯微孔膜，并与工业上常用的

异步双向工艺进行对比，探究了 β-iPP 在拉伸过程中的结构

演变。该项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基金号 51721091)

的资助。

对于异步双向拉伸工艺，相对于拉伸方向不同角度的 β

片晶表现出不同的形变方式 ( 图 1)。垂直于拉伸方向的片晶

容易破坏和分离，而平行于拉伸方向的片晶密集堆积并转化

为粗纤，阻碍了微孔的形成。而对于同步双向拉伸工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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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性的 β 片晶在双向应力的作用下具有相同的形变方式，

即 β 球晶中心的片晶先被破坏，随后周围的片晶在应力作用

下被破坏，而且几乎没有形成粗纤 ( 图 2)。根据微孔的形成

与结构演变之间的关系，提出了 β-iPP 在两种拉伸方式下的

变形机理 ( 图 3)。

 ▲ 【图 1】 β-iPP 在异步双向拉伸过程中的扫描电镜图

 ▲ 【图 2】  β-iPP 在同步双向拉伸过程中的扫描电镜图

 ▲ 【图 3】 β-iPP 异步与同步双向拉伸过程中的结构演变机
理图

生物医用材料与生物体接触时，常会诱导生物体产生

血栓、溶血、免疫排斥等生物反应。而材料表面与生物环

境发生直接作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材料的生物安全性

和生物功能性。表面接枝聚

合改性已经成为提升生物医

用材料性能的最重要方法之

一。与其他活性接枝聚合方

法相比，光引发活性接枝聚

合具有独特的优势：(1) 反应可在水相环境下进行，具有较

好的氧气耐受性，在空气氛围下呈现高效光聚合能力；(2)

接枝反应速度快，反应时间一般在几分钟到十几分钟之间；

(3) 反应由光源实现启动和停止，反应程度和区域易控制，

设备简单，成本低，易于规模化生产。因此其在生物医用

材料表面改性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高性能高分子材料与产业应用课题组

从事光引发活性接枝聚合体系的应用研究工作，在特约专

论中他们对该工作进行了系统总结。文章介绍了 3 种光引

发活性接枝聚合体系：光引发 - 转移 - 终止剂介导的聚合引

发体系，二苯甲酮及其衍生物引发体系，硫杂蒽酮类引发

体系的发展历程、接枝机理以及特点，并重点论述了光引

发活性接枝聚合技术在抗菌表面、免疫检测表面、生物活

性分子表面固定以及细胞表面改性、修饰方面的广泛应用。

同时本专论指出了光引发表面活性聚合在生物医用领域

的应用中存在的一些不足和局限：(1) 表征方面—不同基底

材料表面接枝高分子刷的微观结构表征困难，研究相对较

少，未来应更多地与其他技术相结合或引入新的表征手段，

增加研究内容的准确性和深度；(2) 生物安全方面—生物相

容性是生物医用材料应用的必要前提，所以开发新型的可

来源：高分子学报
文章链接：http://www.gfzxb.org/fileGFZXB/journal/article/
gfzxb/2021/3/PDF/gfzxb20200198luanshifang.pdf

高分子学报封面推介：生
物医用材料表面光引发活
性接枝聚合研究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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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研究 

见光引发体系以提高引发效率和对生物活性物质的兼容性；

(3) 应用方面—目前的方法大都不适用于形状各异或结构复

杂的表面，表面多功能及高性能化对光引发体系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因此需要进一步发展简单、高效、通用的光引

发体系和方法，以实现对表面性能的精准调控，拓展其在

生物医用材料领域的进一步应用。

未来，随着人们对光引发活性接枝聚合的深入研究，在

理论指导下，光活性表面改性技术将被更好地用于表面性

能的精细调控，在高性能生物材料表面制备方面将会得到

上 述 工 作 以 专 论 形 式 发 表 在《 高 分 子 学 报》

2021 年 第 3 期 ( 高 分 子 学 报 , 2021, 52(3): 223-

234, doi:10.11777/j.issn1000-3304.2020.20198),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栾世方研究员为通讯

作者，博士研究生孙立伟为第一作者。

近几年 , 多溴联苯醚 (PBDEs) 因具有持久性、长距离迁移

性、生物累积性以及毒性而在世界范围内被禁止使用并且逐

渐退出市场 , 有机磷酸酯 (OPEs) 作为其优良的替代品 , 生产

量和使用量显著增加 , 作为阻燃剂和增塑剂广泛应用于泡沫、

塑料、纺织制品以及液压油和各种建材产品中。OPEs 通过物

理的方式添加进各种消费品中 , 因此很容易通过挥发 , 磨损或

者渗滤的方式释放进入到环境中。目前 , 已经有大量研究在大

气、水体、土壤、沉积物、灰尘等多种环境介质以及生物体

中检出 OPEs。此外 , 毒理学研究已经证实部分 OPEs 的暴露

可能会对人体及其他生物体造成不良影响 , 包括致癌性、神

经毒性、生殖毒性、甲状腺激素和雌激素干扰效应、哮喘以

及过敏性鼻炎等。环境介质中的 OPEs 可通过呼吸、灰尘摄

食、真皮吸收或者饮食进入人体 , 进而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目前国内外已经有较多的研究在人体尿液、血液、头发、指

甲以及母乳等样品中检测到 OPEs 的存在 , 表明了普遍的人体

OPEs 的暴露。进入人体内的 OPEs 很容易代谢成其二酯类或

者羟基类的化合物 , 进而通过尿液排出体外。因此 , 目前大多

数研究主要集中于尿液中 OPEs 代谢物的检测 , 将其作为人

体 OPEs 暴露的生物标志物。然而 , 有些 OPEs, 如磷酸三 (2-

氯乙基 ) 酯 (TCEP), 在人体内的代谢速率较慢。此外 , 尿液中

某一种 OPEs 的代谢物可能是由多种不同的 OPEs 代谢产生 ,

如磷酸三苯酯 (TPHP)、2- 乙基己基二苯磷酸酯 (EHDPP) 和

间苯二酚双 ( 磷酸二苯酯 )(RDP) 均可以代谢产生磷酸二苯酯

(DPHP)。并且,有些OPEs二酯代谢物,如磷酸二(2-乙基己基)

酯 (DEHP)、磷酸二丁酯 (DnBP) 和 DPHP, 有直接的生产和使

用 , 并且已有研究在室内灰尘和食品中检测出它们的存在 , 表

明这些物质可能会直接暴露于人体。因此 , 对于某些 OPEs,

相比尿液中的代谢物 , 血液中母体物质的检测可能更能准确反

映人体对于 OPEs 的暴露。且因人体内血液与各个器官和组

织直接接触 , 血液中化合物的浓度更能反映到达特定组织的剂

量 , 进而更准确地评估人体健康风险。目前 , 已有少量研究检

测了人体血液中 OPEs 的存在 , 通过使用不同的分析检测方法 ,

包括固相萃取 (SPE) 联用 GC-MS 和液液提取 - 双 SPE 柱固

相萃取和 LC-MS/MS 联用。但是 , 这些研究所检测的 OPEs

种类相对较少。另外 , 随着工业和科学研究的不断推进 , 不断

有结构性能各异的 OPEs 新产品被大量生产和使用 , 近几年已

经有较多新型的 OPEs 在各种消费品及其相关环境中检出。

因此 , 建立同时检测人体血液样品中多种 OPEs 的分析方法具

有重要意义和迫切需求。

近日，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环境化学与生态毒

理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史亚利课题组针对 16 种 OPEs, 通过优

化 SPE 等前处理方法和色谱 - 质谱方法 , 建立了灵敏高效的

同时检测人体血液中多种 OPEs 的高效液相色谱 - 串联质谱

分析方法 , 为研究人体 OPEs 的暴露水平和积累特征提供了方

法基础。

血液样品经过乙腈摇床萃取后 , 经 ENVI-18 SPE 小

柱 净 化 , 然 后 采 用 Acquity UPLC BEH C18 色 谱 柱 ,

以甲醇 /5 mmol/L 的乙酸铵水溶液为流动相进行梯度

人体血液中 16 种有机磷酸酯的测定

来源：色谱期刊
文章链接：http://www.chrom-china.com/article/2021/1000-8713/1000-8713-39-1-69.shtml

更加长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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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研究

洗 脱 对 目 标 物 进 行分离 , 最后进行 LC-MS/MS 测定。质

谱分析采用电喷雾正离子模式电离 , 多重反应监测模式测

定 , 内标法定量。在优化的检测条件下 ,16 种 OPEs 的检出

限 为 0.0038~0.882 ng/mL。 除 磷 酸 三 甲 酯 (TMP) 外 , 其

余 15 种 OPEs 在 3 个浓度水平的血液基质加标回收率为

53.1%~126%, 相对标准偏差为 0.15%~12.6%。样品的基质

效应检测发现 ,4 种 OPEs 存在明显的基质抑制 , 选用合适的

同位素内标进行定量 , 可以部分消除基质影响。该方法样品前

处理简单 , 灵敏度高 , 适用于人体血液样品中 OPEs 阻燃剂的

测定。15 个人体血液样本分析结果表明 ,OPEs 的总浓度范围

为 1.50~7.99 ng/mL, 其中 8 种 OPEs 的检出率均高于 50%,

磷酸三异丁酯 (TiBP)、磷酸三 (2- 氯乙基 ) 酯 (TCEP) 和磷酸

三 (1- 氯 -2- 丙基 ) 磷酸酯 (TCIPP) 为主要的 OPEs, 表明人体

存在较为普遍的 OPEs 暴露 , 应该引起关注。人体血液样本的

分析结果（ng/mL）。

氧还原 (ORR)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燃料电池的性能。目

前最常用的 ORR 电催化剂是商业 Pt/C，但由于金属 Pt 的资

源稀缺和价格昂贵，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致力于开发非贵金属

或非金属电催化剂。其中，掺杂碳非金属电催化剂近年发展

迅速，已成为一个研究热点。然而其中只有少数电催化剂性

能优异，大部分掺杂碳电催化剂的活性仍有待提高。若在此

类电催化剂的基础上，引入更多的活性位点，并提高比表面

积有可能获得更好的 ORR 活性。过渡金属大环化合物作为

ORR 电催化剂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截至目前，以金属大环

化合物来丰富非金属电催化剂活性位点的研究还鲜有报道。

近日，大连理工大学宋玉江课题组尝试以掺杂碳非金属电催

化剂作为载体，通过引入过渡金属大环化合物来增加电催化

剂的活性位点。同时，以模板法构造多孔，来提高电催化剂

的比表面积；探究了热处理温度、金属卟啉载量和模板颗粒

大小对电催化剂 ORR 活性的影响。此研究得到了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2019YFB1504501），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

项资金（DUT19ZD208，DUT20ZD208），大连市科技创

新基金（2020JJ25CY003）以及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专项

资金（2020JH6/10500021）资助。

如 ( 图 1) 所示，苯胺的 pKa 值为 4.63，在低于此 pH 值

下苯胺会由于质子化作用而主要带正电荷。SiO2 的等电点约

为 2，当 pH 大于 2 时，SiO2 表面带有负电荷。因此，控制

大连理工宋玉江教授：成功制备高活性多孔 PANI 基非贵
金属 ORR 电催化剂

来源：物理化学学报

文章链接：http://www.whxb.pku.edu.cn/CN/10.3866/PKU.WHXB202008017

反应体系的 pH 值为 3.5 时，质子化的苯胺与 SiO2 模板间发

生正负电荷驱动的离子自组装，苯胺单体在 SiO2 表面包覆，

聚合后形成 PANI 包覆 SiO2 复合物 (SiO2@PANI)。为引入

FeP，将 SiO2@PANI 与溶有 FeP 的二氯甲烷溶液混合，旋

转蒸发二氯甲烷，使 FeP 沉积在 SiO2@PANI 表面。对所得

产物 SiO2@FeP/PANI 进行热处理后，以碱液去除 SiO2 模板

即得到具有多孔结构的 FeP/PANI 基 ORR 电催化剂。

 ▲ 【图 1】 多孔 FeP/PANI 电催化剂的制备路线图

在红外光谱中 ( 图 2)，SiO2 在 1105 cm − 1 处的吸收峰

为 Si-O-Si 键的伸缩振动，798 和 466 cm − 1 处的两个吸收

峰为 Si-O 键的伸缩振动。PANI 在 1580 cm − 1 的吸收峰归

属于 PANI 中 C-N 键的伸缩振动。在 SiO2@PANI 的红外光

谱中出现了 SiO2 和 PANI 的特征吸收峰。FeP 的一个特征峰

为醚键吸收峰，出现在 1250 cm − 1 处。在 SiO2@FeP/PANI 

的红外光谱中出现了各个组分的特征吸收峰，这表明所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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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研究 

探究了不同热处理温度对电催化剂 ORR 活性的影响。以

20%FeP/PANI-18-T 电催化剂为例 ( 图 5a)，其在碱性介质

中的 ORR 活性在 600-900 ˚C 范围内呈现先升高再下降的变

化趋势。当热解温度从 600 ˚C 上升到 700 ˚C 时，电催化剂

活性大幅度提高，但当温度继续升高到 800 ˚C 和 900 ˚C 时，

性能逐渐降低。说明在 700 ˚C 热解时，电催化剂具有的活性

位点数较多。

 ▲ 【图 5】 (a) 不同热处理温度下 20%FeP/PANI-18-T 电催
化剂的 ORR 极化曲线；(b) 不同 FeP 载量 X%FeP/PANI-18-
700 电催化剂的 ORR 极化曲线；(c) 无模板和使用不同粒径
SiO2 模板合成的 40%FeP/PANI-D-700 电催化剂的 ORR 极
化曲线；(d) 700 ˚C 下不同 FeP 载量、无模板和使用不同粒
径 SiO2 模板合成的电催化剂对应的 E1/2 三维柱状图

在优化的热解温度下，我们尝试探究 FeP 载量对电催

化剂性能的影响。在非金属氮掺杂碳电催化剂 (0%FeP/

PANI-18-700) 中加入 FeP 后，电催化剂的 ORR 活性明

显改善 ( 图 5b)，说明金属卟啉的加入对于提高非金属电

催化剂的 ORR 活性有显著效果。当 FeP 载量在 10-40% ( 质

量分数 ) 区间时，对应电催化剂的 E1/2 随金属卟啉载量的增

加而升高，但 FeP 载量继续增加至 50% ( 质量分数 ) 时，电

催化剂的 E1/2 开始下降。即 FeP 载量为 40% ( 质量分数 ) 时

电催化剂性能最佳。金属卟啉载量的升高有利于提供更多的

活性位点，但卟啉载量过高则可能导致活性位点的覆盖或金

属活性中心的大量聚集，造成电催化剂 ORR 活性下降。为探

究模板颗粒尺寸对电催化剂 ORR 活性的影响，如 ( 图 5c) 所

示，使用 18 nm 粒径模板的 40%FeP/PANI-18-700 电催化

剂具有最佳 ORR 活性，E1/2 为 0.843 V (vs. RHE) ( 图 5d)。

此研究以非金属氮掺碳电催化剂为载体，通过引入活性

物质 FeP 和模板 SiO2 制备了具有丰富孔结构、较大比表面

积的 FeP 修饰多孔 PANI 基非贵金属 ORR 电催化剂。经过

优化的电催化剂在碱性介质中表现出较高的 ORR 活性和优于

商业 Pt/C 的耐久性。本实验的思路可以推广至其他非金属电

催化剂与金属大环化合物的组合。

前驱体可能已经成功合成。电催化剂前驱体经过热解和碱处

理之后，SiO2 的特征峰消失，说明电催化剂中模板的成功移除。

 ▲ 【图 2】 SiO2、PANI、SiO2@PANI、FeP、SiO2@FeP/
PANI 和 40%FeP/PANI-18-700 的 FTIR 谱图

为进一步验证电催化剂的成功合成，我们通过 TEM 对

其形貌进行表征。所制备的 18 nm 粒径 SiO2 纳米球模板

( 图 3a) 在被 PANI 包覆后形成了 SiO2@PANI 复合结构

( 图 3 b ， c ) 。进一步引入 40%( 质量分数 ) 的 FeP 后，

SiO2@FeP/PANI 的形貌并未发生明显变化 ( 图 3d)。将

使用不同粒径 SiO2 模板 (18-180 nm) 制备的 SiO2@FeP/

PANI 复合物在 700 ˚C 下进行热解。碳化后的 FeP/PANI 

依然包覆在 SiO2 模板表面 ( 图 4a-c)。经过碱处理，原本

由模板占据的位置形成了纳米孔 ( 图 4d-f)，通过构造不同

尺寸的纳米孔，可以调变电催化剂的比表面积。

 ▲ 【图 3】(a) SiO2 模板 (18 nm 平均粒径 )、(b-c)SiO2@
PANI 和 (d) SiO2@FeP/PANI 的 TEM 图

 ▲ 【图 4】(a-c) 使用不同粒径 SiO2 模板 (18-180 nm) 合
成的 SiO2@FeP/PANI 经过 700 ˚C 热解所得产物的 TEM 图
( 插图：SiO2 模板直径分布图 )；(d-f) 去除不同粒径 SiO2 模
板 (18-180 nm) 获得的 40%FeP/PANI-D-700 电催化剂的
TEM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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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专栏

简 要

1976 年，美国航空航天局的两架探测器登陆火星，进

行了第一次探索地球以外生命的实验。 维京 1 号和 2 号火

星探测器当时正在寻找火星上存在微生物的证据。他们在土

壤样本中加入营养物质或微生物能够代谢的其它化合物，然

后监测显示生物化学活性的分子。 最初的结果让科学家们

兴奋不已：一项实验检测到样品在经过碳 14 标记的营养物

质处理后释放出放射性标记气体。“如果没有从两个维京号

探测器上的其它实验中获得的信息，这组数据几乎肯定会被

解释为生物学上的假定证据，”参与了最初维京号任务的美

国宇航局天体生物学家哈罗德·克莱因 (HaroldKlein) 就相关

结果在一篇论文中写道 (Icarus 1978, DOI: 10.1016/0019-

1035(78)90053-2). 但是维京号上的其他仪器仅检测到痕量

的有机分子，例如氯和二氯甲烷。缺乏复杂分子，有机分子

或其他分子，因此排除了放射性标记结果的生物学解释。着

陆器进行的其他实验充其量也没有定论。经过多年的激烈争

为了寻找指向生命的分子，科学家们试图了解什么使生物化学与众不同

What are chemical signs of life beyond Earth
地球以外生命的化学征兆是什么

当天体生物学家寻找地球以外过去或现在生命存

在的物理证据时，他们寻找的是生物特征，比如一些

化学分子，而这些化学分子若基于非生命过程是解释

不通的。但是，要确定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分子不是来

自其它源头而是来自生命，科学家们首先必须了解被

发现的行星体的非生命化学。一些科学家正在开发诸

如“生命探测阶梯”(Ladder of Life Detection) 之类

的工具来有效评估生命特征，而同时另一些科学家则

试图弄清如何将生物化学与其它化学区分开来。这项

原创性工作可以帮助正在分析从探测任务中收集的数

据的科学家们去寻找我们太阳系或太阳系以外的生命。

What are chemical signs of life beyond Earth?
To  look for molecules that point to life, scientists seek to understand what  makes biochemistry 

different from everything elseby Ariana Remmel NOVEMBER  29, 2020 | APPEARED 

IN VOLUME 98,  ISSUE 46

论，科学界最终得出结论，非生物或非生物的过程——就像

土壤中未知的氧化剂——更有可能是维京号实验结果的解释。

这些实验结果表明，识别生命的物理迹象或生物特征是

多么具有挑战性，更不用说在另一颗行星上找到生命。维京

号的任务促使科学家们开发了评估生物特征的新技术和探测

它们的仪器。但这些最初的实验也让科学家们提出了疑问：

我们如何从一开始就确定某物是否还活着？

【Credit: NASA/JPL】

这张火星景观的照片是由维京 1 号探测器于 1976 年 7 月

23 日拍摄的。

“总的来说，我们在生物特征科学中所做的是化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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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生命的阶梯

这一框架有助于科学家建立证据链，以确认可能观察到的生命。梯级上的特征从弱的 ( 底部 ) 上升到强的 ( 顶部 )，表明已经观

察到一种生物。科学家需要从多个，但不是全部的梯级中找到特征，才能宣称发现了生命。

【Credit: Adapted from Astrobiology/C&EN/Shutterstock】

美国天主教大学和美国宇航局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有机地

球化学家希瑟·格雷厄姆说：生物特征物可以是细胞化石或活

跃的微生物群落。但它们也可以是仅仅是活的生物体才能制

造的分子。如果不是一些活的生物体大量产生它们的话，这

些生物特征分子不会出现在一个行星的地质化学中。

“总的来说，我们在生物特征科学中所做的是化学工作。”
— 希瑟·格雷厄姆，有机地球化学家，

美国天主教大学和美国宇航局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

然而，如果不了解我们宇宙的基本化学原理，科学家们将无

法确定一个物理指标是否足够怪异到来自生命。现在，科学

家们正试图弄清楚什么将生物化学与其它类型的化学区分开

来，以及我们如何能定量地检测到它。这项工作包括重新评

估化学家对生物化学如何在地球上进化的假设。天体生物学

家希望这项基础化学研究将有助于研究人员收集和评估来自

太阳系内外的数据。

生命阶梯

在科学家开始寻找生命的分子迹象之前，他们需要定义

什么是生命。美国宇航局的工作定义是“一个能够适应达尔

文进化论的自我维持的化学系统”。NASA 科学家将生命视

为分子的系统，这个系统可以通过代谢环境中的分子来复制，

存储信息并产生能量。

NASA 的研究人员已经使用该定义建立了一个评估来自

外太空（甚至是古代地球）的分子或材料是否是生物特征的

系统。他们称此框架为生命探测阶梯（Astrobiology 2018，

DOI：10.1089 / ast.2017.1773）。 该 阶 梯 由 马 里 兰 大 学

帕克分校和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天体生物学家马克·内维

（MarcNeveu）领导的研究团队开发，阶梯的梯级对应科学

家们可能寻找的关键生命特征，从不具有强烈生命迹象的梯

级上升到具有强烈生命迹象的梯级。

Neveu 说，这里的关键出发点是生命有很多特征，但是

没有单个的特征可以说明生命本身。他认为阶梯可以帮助科

学家思考如何以实用的方式来汇编一系列证据。

例如，氨基酸是地球上蛋白质的组成部分。如果科学家

们在另一颗行星上发现了这些分子，那将相当于找到了潜在

生物分子部件的梯级。但这仅是在该星球上任何非生物系统

都无法产生氨基酸的条件下成立。作者写道，只有当化合物

偏离了非生物的分布时，生命的化学暗示才能被视为一种生

物特征。这意味着，鉴于该星球的总体地质化学，这种化合

物的存在或丰度是不合情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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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罗莎琳·富兰克林 (RosalindFranklin) 的巡视器专门用来寻

找过去和现在的生命迹象。

因为火星表面的环境对于保存有机分子来说非常恶劣，

所以罗莎琳·富兰克林号火星探测器将会在火星表面下钻 2 米，

收集那些不受火星恶劣环境影响的样本。随后，包括火星有

机分子分析仪 (MOMA) 在内的一套机载仪器将对收集到的样

本进行检测。

样品的处理有两种方法。其中一种方法是将样品放入烘

箱中加热，通过气相色谱分离挥发性分子，然后进入 MOMA

质谱仪的离子检测阱。这个过程对于大的有机分子来说并不

理想，因为它们可能会热分解，所以 MOMA 还有一个激光

来蒸发土壤样本，并直接将释放出来的分子注入质谱仪。

【Credit: ESA/ATG Medialab】
作为 ExoMars 2022 任务的一部分，Rosalind Franklin
巡视器将在火星上寻找生命。

Fred Goesmann 是 MOMA 的首席研究员，也是 Max 

Planck 太阳系研究所的科学家。他说，不同的样品制备平台

使 MOMA 能够探测到大量的有机分子。因此，研究人员可

以从很少的假设开始，推测我们可能会遇到什么。

与维京号实验不同的是，MOMA 仪器并没有试图从可能

表明生物化学正在进行的样品中引起反应。相反，该设备旨

在寻找有机分子的固有特征，这可能暗示它们来自生命系统。

Goesmann 说，当科学家寻找这些特征时，“潜在的假

设是生命创造了秩序。”他说，“生命是有选择的”，这意

味着它更喜欢某些分子，所以它的存在可以改变一个星球上

化学物种的分布。例如，地球上的生物体更喜欢在生物分子

中使用较轻的同位素，因此，生物体中碳 13 和碳 14 的含量

与它们在地球上的总体丰度不同。这种同位素分馏是生命检

测阶梯上新陈代谢的特征，可以用质谱仪很容易地探测到。

在生命检测阶梯的梯级上，也发现了地球生物化学的另一

个特征，就是对手性分子的偏好。例如，生物学中使用的大

Neveu 说 :“确实需要承担很多举证责任来证明你发现了

生命，必须了解周围环境以及哪些与生命无关的非生物过程

在起作用。这里的关键是要了解底线在哪里。”即使科学家

们有理由确信他们已经发现了潜在的生物特征，但基于探测

生命的阶梯，生命必须是最后的假设。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地质学家和欧洲航天局的科学

家弗朗西斯·韦斯特尔说，把这个阶梯框架应用到过去的实验

结果中，就可以证明“阶梯”的有用性。

例如，当重新评估维京号的实验时，今天的科学家们会把

对这些放射性气体的检测放在新陈代谢的位置上，因为这些气

体表明对添加的可能代谢燃料的反应。但是维京号的实验并没

有产生其他数据可以对应阶梯其它梯级。即使在科学家们确认

维京号探测器探测到的信号是真实的之后，得到的生物特征也

不能排除足够多的非生物过程，从而宣称生命是最后的假设。

Neveu 说，研究人员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肯定有生命存在的证

据，只是不足以排除这些证据来自非生物过程。

“这里的关键出发点是，生命有许多特征，但没有一个单一
的特征是生命本身的标志。”

— Marc Neveu，天体生物学家，
马里兰大学，学院公园和美国宇航局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

Neveu 说，这并不是说一个实验应该期望在阶梯的每个梯

级上都找到一个特征，但一个特征并不足以表明你已经找到了

外星生命形式。Neveu 希望这个阶梯能帮助科学家设计寻找生

命的任务，思考他们需要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生命存在。

Neveu 说，生命探测阶梯仍在进行中，目的是激发天文

生物学界的进一步讨论。一个主要限制是阶梯以 NASA 的

工作定义的生命为中心。“这完全取决于你对生命的定义。

这绝对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梯级的顺序也有争议。

Neveu 希望随着我们对生命化学痕迹的理解不断发展，科学

家们继续为阶梯添加更多特征和标准。

火星的未来

尽管维京号任务的结果令人失望，火星仍然是天体生物

学家最喜欢的目的地。尽管这颗红色星球的气候十分恶劣，

而且其表面也受到了致命的紫外线辐射，但行星科学家们相

信，火星可能曾经和地球很像，其流经的河流可能一直是微

生物的家园。

欧洲航天局和俄罗斯宇航局正在计划共同完成一项名为

ExoMars 2022 的任务，该任务将探索火星上富含粘土的区

域 Oxia Planum，该区域可能是古代河流三角洲留下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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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糖和氨基酸都是单一的对映体。Goesmann 的 MOMA

仪器将是第一个直接分析另一个世界上有机分子手性的仪器。

由于手性分子很难用气相色谱 / 质谱来表征，MOMA 包含了

一个小型的湿实验室来修饰手性分子，使其能够在质谱仪中

进行区分和检测。表征同位素分馏作用或单一对映体过量的

复杂有机分子可能是建立支持火星上生命的一系列证据的重

要结果。

与此同时，作为美国宇航局火星 2020 任务的一部分，

“Perseverance”巡视器具备了准备样本的能力，这些样

本有一天可能会返回地球，在传统的湿实验室进行彻底分

析。该任务于 2020 年夏天启动，计划于 2021 年 2 月登陆

Jezero 陨石坑，探测器还将在火星上进行实验。

从头开始

但是，就在计划从火星和太阳系的其他天体上寻找生命

的时候，地球上的化学家们仍在争论生命的基本分子迹象。

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有机化学家约瑟夫·莫兰说 :“我认为，

前生命化学界和生物界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新陈代谢是进化

的结果。”根据这种流行的观点，像酶这样的分子在细胞内

产生能量和形成细胞成分的代谢循环之前就已经进化了。莫

兰持相反观点。他对无酶催化的研究表明，地球上的许多生

物化学反应在生命出现前的条件下是可能发生的。

【Credit: Adapted from Nature】
约瑟夫·莫兰的研究小组发现，丙酮酸、乙醛酸和亚铁可以
在克雷布斯循环中产生除两种 ( 黑色部分 ) 分子以外的所有
分子。

例如，莫兰（Moran）已证明铁可以还原二氧化碳以形

成反向克雷布斯循环和乙酰辅酶 A 途径的关键代谢中间产

物，这是细菌仍在使用的两种古老的代谢途径（Nat.Ecol.

Evol.2018，DOI：10.1038 / s41559 -018-0542-2 和

2017，DOI：10.1038 / s41559-017-0311-7）。他的团队

还发现，丙酮酸和乙醛酸在亚铁存在的情况下可以产生正向

克雷布斯循环的几乎所有成分 (Nature 2019, DOI: 10.1038/

s41586-019-1151-1)。他说 :“我想我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

那就是试图证明我们认为是生命的过程实际上可能以无生命

形式发生。”

莫兰并不是唯一一个认为某些生化反应可能早于生命的

人。化学进化中心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克雷布斯循环的关

键类似物可以在不含酶或金属的温和条件下产生(Nat. Chem. 

2020, DOI: 10.1038/s41557-020-00560-7)。 与 此 同 时，

由 Bartosz Grzybowski( 韩国基础科学研究所的物理有机

化学家 ) 领导的团队使用计算机算法模拟了从少量的初始材

料中可能产生的复杂的前生命化学过程 (Science 2020,DOI: 

10.1126/ Science .aaw1955)。Grzybowski 之前开发了一

种软件，它利用化学反应规则来计划合成复杂的有机分子（如

药物）。在这项新的研究中，他的团队根据文献中发现的可

能存在于生物起源前的化学反应来教计算机程序规则，然后

观察从可能存在于生物起源前的地球上的6个简单分子开始，

计算机程序可以规划哪些反应。当他们的软件识别出化学循

环合成路线时，研究人员很兴奋，这些路线可以像你所期望

的那样，从基本的新陈代谢中重新生成初始物质。

随着化学家们对简单的分子混合物是如何产生化学复杂

性的了解越来越多，莫兰等人说，天体生物学家将需要重新

思考是什么构成了生物特征，或者至少新陈代谢在生命检测

的阶梯上对应什么地方。

不可知生物特征实验室 (LAB) 是一个由科学家组成的联

盟，得到了美国宇航局的资助。该实验室对寻找不受地球生

物化学影响的生物特征感兴趣。

格拉斯哥大学 (University of Glasgow) 的化学家、实验

室研究员李·克罗宁 (LeeCronin) 认为，很有可能导致地球上

现有生物学的化学现象在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生物化学中不再

明显。这意味着，仅从今天的生命来逆转早期地球或其他行

星上生命起源前的化学结构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基于地球

上当前生物化学的生物特征可能无法帮助我们在其它地方发

现正在发展的生命的迹象。

不可知生物特征实验室正在寻找不可知的生物特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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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rticle is translated and reproduced 
w i t h  p e r m i s s i o n  f ro m  C h e m i c a l  & 
Engineering News (©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The article was first published on 
[NOVEMBER 29, 2020]. 

孔一夫 译
Hongshan Lai 译校

冰火山作用。在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 (JPL) 研究土卫六

的行星科学家迈克尔·马拉斯卡认为，土卫六广阔的海洋和丰富

的碳使它成为太阳系中最有可能发现生命的地方之一。但是，

在一个充满有机分子的外星卫星上，将生物特征与通过背景碳

化学产生的复杂分子区分开来将是一项挑战。

马拉斯卡是由行星地质学家 Rosaly Lopes 在 JPL 领导的

团队的一员，该团队正在研究月球上的地球化学过程是如何

运输和改变碳基分子的。Lopes 认为土卫六上的地下海洋是

最有可能存在生命的地方，所以研究小组的任务之一就是弄

清楚在土卫六富含碳的水中会产生什么样的生物特征。她说，

由于土卫六复杂的地质过程，研究人员还必须考虑“这些生

物特征在穿过冰层并以气体或冰冻熔岩的形式出现时可能会

发生怎样的变化”。

对地球以外生命的探索也一直延伸到遥远的银河系中。

不久，像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这样的卫星将能够研究太阳

系外的系外行星的宜居性。

科学家们会在太阳系内外发现什么 ? 韦斯特尔说 :“在另

一颗行星上，我们更有可能找到生命起源前系统的痕迹，而

不是生物系统的痕迹。”她担心，我们仍然对非生物化学的

基础知识知之甚少，无法推测出有可能发展成生物学的“系

统中间点”。

许多科学家相信，只要有了正确的工具和足够的时间，

我们就会发现地球以外的生命。其他人仍不确定。“我认为

它在那儿吗 ? 是的，很有可能，我们能找到吗 ? 也许吧。”

格雷厄姆说。

马拉斯卡说，“追逐是成功的一半。如果我们做了所有

这些工作，发现在太阳系中没有其它地方有生命，那将会有

非常大的启示。我们得想一想，生命发生在我们（地球和人

类身上），我们是多么的幸运。”

依赖于地球生物化学的物理指标），例如元素积累。举例来说，

要理解元素积累的概念，可以想象一张用鼠尾草刷上沙漠景

观的鸟瞰图，这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不可知生物特征实验

室副首席研究员格雷厄姆（Graham）建议的。鼠尾草中积累

的碳量与周围的景观有显著不同，这表明某些生物过程（在

这种情况下，即植物的生长）正在起作用。

这一观点甚至适用于微生物的规模。她说 :“如果你仔细

想想，这是描述细胞的一种基本方式 : 它是一个限定区域，在

这里有不同于周围环境的积累和化学丰度模式。”寻找这样

的元素积累模式并不依赖于地球上的生命，这使其不可知，

而且可能对天体生物学家更有用。

越过火星

火星并不是唯一可能存在或曾经存在生命的地外天体。

最近，离我们最近的行星邻居金星引起了天文学家的兴趣，

卡迪夫大学的简·格里夫斯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报告说，在金

星的云层中首次发现了磷化氢的迹象。该分子与地球上的厌

氧微生物有关，这使得许多天体生物学家对金星大气层中可

能存在外星生命感到兴奋。

磷化氢可能是金星上的生物特征，因为它似乎不属于这

里。该行星的大气高度氧化，但 PH3 是一个高度还原的分子。

在生命检测的阶梯中，这种气体可能是新陈代谢的一个特征。

新的证据表明磷化氢信号可能是数据处理的人工产物 (arXiv 

2020, arXiv: 2010.09761)。这项新研究发表在预印本服务器

上，这意味着尚未经过同行评审。即便如此，一些批评人士

仍想知道金星上磷化氢的存在是否有非生物的解释。

南 佛 罗 里 达 大 学 的 地 球 化 学 家 马 修· 帕 塞 克

（MatthewPasek）专门研究磷化学，他说 :“这 ( 磷化氢信号 )

表明金星上正在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他认为，第一篇论文

的作者可能太快地忽略了金星上磷化氢产生的非生物途径。例

如，由于不知道金星岩石表面的成分，就很难排除这样一种可

能性 : 从云层产生的酸雨使金星地壳中的磷挥发了，从而产生

了磷酸，而磷酸最终形成了磷化氢。帕塞克说，在没有发射直

接探测任务的情况下，我们对金星的地球化学知之甚少。

在我们太阳系的更远处，天文学家已经发现了可能存在生

命的其他天体。2026 年，美国宇航局将向土星轨道的冰月卫

星土卫六（泰坦星）发射任务。土卫六是我们太阳系中少数几

个具有由氮气和甲烷组成的稠密大气的行星体之一。科学家们

对泰坦星冰壳下的水海洋特别感兴趣。这个富含碳的海洋偶尔

会通过喷出冰的火山喷发进入月球的大气层，这个过程被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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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7 日，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北大 - 清华生命科学联合中心陈兴教授课题组在《自然 - 方
法》（Nature Methods）杂志在线发表了题为“Click-ExM 
enables expansion microscopy for all biomolecules”的
研究论文，报道了基于点击化学的膨胀显微成像技术（Click-
ExM），提供了一种通用、便捷的策略对各种生物分子进行
超分辨荧光成像。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探寻生命的奥秘，首先
需要看得足够清楚。然而由于光学衍射极限的限制，常规的
荧光显微镜难以对精细的亚细胞结构进行分辨。超分辨荧光
成像技术，使人们能够看清在 200nm 以内的生物分子。不过
这些技术通常依赖于昂贵的仪器和精密的算法，而且在组织
样品中的成像性能一般。

膨胀显微成像技术（Expansion microscopy，ExM）则
从样品制备入手，绕过了光学衍射极限，实现了让超分辨荧
光成像“飞入寻常百姓家”。整个流程中首先将丙烯酸盐充
满整个生物样品内部，并使其聚合形成凝胶。凝胶吸水膨胀后，
原本临近的生物分子被拉远，但相对位置保持不变。因此利
用常规的荧光显微镜对膨胀后的样品进行成像，同样可实现
超分辨的成像效果。然而目前的 ExM 技术缺乏一种普适性的
在凝胶中锚定生物分子的策略，因此其应用范围局限于蛋白
质、核酸，无法对脂质、聚糖以及小分子等生物分子进行成像。

 ▲ 【图】Click-ExM 的工作流程（以炔基标记的生物分子为例）

Click-ExM 的设计理念是利用带有生物正交官能团（如叠
氮、炔基等）的化学探针对细胞进行代谢标记，通过点击化
学连接上生物素，再基于生物素与链霉亲和素相互作用，最
终将被标记的生物分子转变为偶连荧光分子的链霉亲和素。
偶连荧光分子的链霉亲和素在其中起到了三方面作用：识别
生物分子、报告荧光信号、锚定到凝胶中。

作者采用了多种含有生物正交官能团的化学探针，对脂
质、聚糖、蛋白质、核酸、小分子等多种生物分子进行 Click-
ExM 成像，并将该技术应用于原代细胞和脑组织切片等生
物体系中，其中首次实现了对多种脂质、聚糖以及小分子的
ExM 成像。同时，由于 Click-ExM 技术与传统的 ExM 流程
兼容，因此可与多种现有的标记方法相结合，实现多色荧光
成像。此外，由于样品膨胀会稀释荧光分子的浓度，作者还
利用链霉亲和素的多价相互作用，开发出信号放大策略，有
助于成像低丰度的生物分子。值得一提的是，Click-ExM 技
术中各步均为模块化设计，且大部分化学试剂可商业化购买，
不需要繁琐的化学合成和步骤优化，因此有希望被广泛应用
于后续的生物学研究中。

总之，该工作利用了前沿的化学生物学手段，建立了一
种通用型的 ExM 技术：Click-ExM，并拓展了其在超分辨荧
光成像领域中的应用。

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陈兴课题组开发基于点击化学的膨胀显微成像技术

材料学院钟敏霖团队制备出超疏水抗结冰表面达到
超低冰粘附强度

来源：清华新闻网

近日，清华大学材料学院钟敏霖教授团队利用超快激光

微纳制造结合化学氧化方法，制备出独特的三级微纳米结构

超疏水表面，具有优异的超疏水稳定性和防结冰性能，其冰

粘附强度最低为 1.7MPa，是目前国际已报道的最低冰粘附强

度的超疏水防除冰表面，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结冰会对飞行安全带重大威胁，飞机结冰多次造成巨大的

生命和财产损失。目前采用的防除冰方法包括热气、电加热、

机械振动和化学流体等，往往存在能耗大、效率低、对环境不

友好等问题。近年来，基于荷叶自清洁功能的超疏水表面被普

遍认为是防除冰的发展方向。研究证明，超疏水表面的不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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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能有效延迟结冰、减少结冰面积和降低冰粘附强度。

超疏水表面的防除冰性能主要体现为防结冰性能和疏冰

性能。防结冰性能是指液滴在结冰之前从超疏水表面脱离的

能力，或者通过运动液滴的滚落与凝结液滴的合并诱导自弹

跳脱离表面，或者是通过超疏水表面微纳结构中所捕获的空

气囊的热阻效应，延迟液滴非均匀形核时间从而为液滴脱离

表面争取足够的时间。这两种途径均需要超疏水表面具有良

好的 Cassie 状态稳定性（Cassie 状态稳定性指在外界环境因

素的扰动下超疏水表面上水滴维持荷叶不沾水状态的难易程

度）。否则，在降温、冲击、振动等外界条件影响下，液滴

在超疏水表面上会发生由 Cassie 到 Wenzel 状态（玫瑰花瓣

液滴粘滞状态）的转变，从而浸入表面微纳结构中，使表面

粘附性增加，导致运动液滴或冷凝的液滴粘附在超疏水表面

上，液滴难以在结冰之前脱离表面，失去防除冰性能，甚至

起反作用。疏冰性能是指液滴在超疏水表面结冰以后，减弱

冰与表面之间的粘附力，在风、自身重力或外加力场等外力

作用下，冰脱离表面而达到易除冰的目的。虽然超疏水表面

具有一定的防结冰性能，但是在极冷高湿等气象条件下，超

疏水表面最终会丧失防结冰特性而形成积冰。因此，理想的

疏冰表面是冰与表面的粘附强度足够低、可以在自身重力的

作用下就能脱离表面。但是，目前已报道的疏冰超疏水表面

的冰粘附强度一般都在 50-100kPa，冰难以自动脱离。其他

的诸如低界面韧性表面、液体润滑表面所报道的冰粘附强度

虽然也较低，但其实用性相比超疏水表面明显不足。

 ▲ 【图 1 】超快激光复合法制备的三级微纳超疏水表面结构

 ▲ 【图 2 】三级微纳超疏水表面的 Cassie 状态稳定性和防

除冰性能表征

 ▲ 【图 3】不同超疏水表面的疏冰性能：(a) 结冰 - 除冰循环

次数对三级微纳超疏水表面冰粘附强度的影响 ;(b) 结冰 - 除

冰循环次数对三级微纳超疏水表面冰附着强度的影响 ;(c) 结

冰 - 除冰循环次数对三级微纳超疏水表面接触角和滑动角的

影响

钟敏霖团队采用超快激光复合化学氧化方法，制备了一

类新的三级微纳超疏水表面结构，这类表面由微米锥阵列支

撑结构以及在其上密集生长的金属氧化物纳米草结构和弥散

分布的微米或亚微米花结构组合而成，有效提高了超疏水表

面在高湿度环境下的 Cassie 状态稳定性，其临界拉普拉斯压

力高达 1450 Pa，为已报道最高稳定性的超疏水表面。微纳

结构的粗糙度和级数是决定材料表面超疏水性的关键因素。

在高湿度冷凝环境下，三级微纳超疏水表面上存在着分级冷

凝和冷凝液滴的合并诱导自跳跃现象，微纳结构中凝结的二

级小液滴不断并入表面上的一级冷凝液滴中，使一级液滴持

续具有较好的 Cassie 状态稳定性，进而使超疏水表面即使在

高湿度环境下也依然可使表面冷凝液滴发生合并诱导自跳跃，

从而具有较好的防除冰性能。

对超疏水表面的疏冰性能测试结果表明，三级微纳铜合

金疏水表面的冰粘附强度仅为 1.7kPa，冰在自身重力的作用

下就可脱离表面。经过 10 次推冰测试后，该表面的冰粘附强

度依然不高于 10kPa，表明三级微纳超疏水表面具有较好的

推冰机械耐久性。

超低冰粘附强度超疏水表面依靠自身的不沾水防冰性能

和冰自动脱落的优异疏冰性能，可以在不消耗能量、不增加

复杂结构的情况下提升防除冰能力、有效减缓结冰危害，因

而更具发展潜力，是目前本领域的热门方向。钟敏霖团队发

展的方法，为超疏水防除冰表面的实际应用创造了良好条件。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 with Excellent Anti-Icing 

and Icephobic Performance via Ultrafast Laser Hybrid 

Fabrication”（超快激光复合制备三级微纳结构超疏水表

面具备优异的抗结冰和疏冰性能）近日发表在知名期刊《美

国化学学会应用材料与表面》（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上，该论文第一作者为材料学院博士后潘瑞，

通讯作者为钟敏霖教授。     

论文链接：https://dx.doi.org/10.1021/acsami.0c16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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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衍生物之间可以形成丰富的氢键作用，能够有效抑制发光
猝灭和非辐射跃迁过程。且 CA 具有很强的自旋轨道耦合来
产生三重态激子，并传输给客体增强发光亮度。将均苯三甲
酸以 5‰的质量比掺入 CA 中后，得到的混合物实现长达 1.13 
s 的发光寿命和 9.3% 的磷光量子产率。加水后体系的氢键网
络得到进一步加固，余辉寿命和磷光量子产率分别提高到 1.67 
s 和 46.1％，这是迄今为止报道的最佳有机长余辉性能之一。

鉴于该类材料非凡的水响应长余辉性能，他们开发出用
于防伪的寿命加密可复写纸。使用纯水作为墨水，可通过商
用喷墨打印机打印任何高分辨率图案，加密的图案仅在移除
激发源后才可见。打印的图案稳定性极佳（> 1 个月），并
可通过二甲基亚砜蒸汽对图案进行擦除，擦写重复性优异。
这种主体敏化 / 水固化策略在设计同时兼具高效率、高亮度
和长寿命的蓝光 / 深蓝光有机长余辉材料方面展现出广阔的
前景，推动具有刺激响应磷光特性的创新应用的开发。

作为国际上有机长余辉发光的开拓者，黄维院士、陈润锋
教授团队一直致力于对有机长余辉发光新材料的开发、
机理的研究以及新应用的探索，继在 2015 年首次报道
有 机 长 余 辉 材 料（Nat. Mater. 2015, 14, 685） 之 后，
在 Advanced Materials, Chemical Science, Materials 
Horizons,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Nature Communications 等顶级国际期刊相继发表了一
系列重要研究工作。此项研究成果再次实现了有机长余辉
发光领域的重大突破。     
原 文 链 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
020-18572-9

材料合成是现代材料科学的基石，而如何在很短时间尺
度内高效制备出具有特定结构的材料长久以来一直是材料科
学家追求的目标。众所周知，绝大多数合成反应都需要从外
部获取能量来克服反应势垒，而传统的能量供给方式包括燃
烧和电加热等，这些方式主要通过热传导将能量从热源传递
给制备的环境，再由环境传递到目标反应物，因此该传递过
程中由于热振动的无序性会造成能量的大量浪费，且会引入
各自副反应。理想的能量传递方式应该是具有“靶向”性的，
可以精确使得目标反应物直接接受从发射源的能量引发精准
快速化学反应，实现能量的有效利用。

以三元 Li（Ni/Co/Mn）O2 为代表的层状氧化物锂电池

深研院新材料学院发现微
波“靶向”快速制备锂电
池层状材料机理

来源：北京大学新闻网

蓝色发光一直以来都是光电领域的研究热点和难点，对
于有机长余辉体系来说，实现蓝色 / 深蓝色发光更是难上加
难。近日，黄维院士、陈润锋教授团队通过基质刚化和客体
敏化相结合的方法，成功实现兼具长寿命和高效率的深蓝色
长余辉发光，并将其应用于水打印可擦写图案发光寿命加密，
并于 2020 年 9 月 23 日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自然·通讯》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上 发 表 了 题 为“Design of 
Highly Efficient Deep-blue Organic Afterglow through 
Guest Sensitization and Matrices Rigidification”的论文。

因具有独特的光物理性质（发光寿命超过 0.1 s）并在许
多领域表现出创新性的应用前景，有机长余辉 / 超长室温磷
光（OURTP）近年来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被列入“化学
与材料领域 Top 10 热点前沿”。然而，绝大多数有机长余辉
发光波长局限在 500~600 nm 的波长范围，这是由于分子在
固态下聚集耦合和分子间电子相互作用后不可避免会发生光
谱红移。虽然在主体中低浓度掺杂发光材料能够有效抑制分
子聚集和电子偶联，从而消除红移并防止浓度猝灭，但由于
光学惰性主体中掺杂的发光材料数量少，主 - 客体体系的发
光亮度通常较弱，使得具有长寿命（>1.0 s）和高磷光量子
产率（>40％）的高效深蓝光有机长余辉难以实现。

 ▲ 【图 1】高效深蓝光 OURTP 材料的制备、机理及应用
针对蓝光有机长余辉材料体系设计的固有困难，陈润锋

教授提出了一种使用活性主体进行三重激发态敏化和用水进
行基质固化的通用策略。主体材料氰尿酸（CA）和客体苯甲

黄维院士、陈润锋教授
Nat. Commun.: 在高效深
蓝光有机长余辉领域的重大
突破

来源：南京邮电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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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极材料，具有独特的锂离子夹层化学特性，已成为目前锂
离子电池中最重要的正极材料体系。当前，无论是产业界还
是实验室，广泛采用高温固相法作为合成层状氧化物正极材
料的主流方。这一方法需要在 750-1000 ℃ 的高温下进行长
时间的烧结（>10 小时），往往带来巨大的能耗、环境污染
等问题，并造成较高的生成成本。因此，开发新型的低能耗、
快速的合成方法，对于降低锂锂离子电池的生成成本、激发
未来的储能市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 【图 1】 原位同步辐射 X 射线技术追踪层状正极材料的超
快微波水热合成过程

近日，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新材料学院潘锋教授
课 题 组 和 美 国 国 家 同 步 辐 射 光 源 NSLS II 白 健 明 教 授、
Brookhaven 国家实验室王峰教授、美国陆军实验室许康
教授合作，开发了一种全新高效的微波水热合成方法。如
图 1 所示，通过原位 同 步 辐 射 XRD 追 踪 了 层 状 正 极 材
料 Li(Ni1/3Mn1/3Co1/3)O2 (NMC333) 的 微 波 水 热 合 成
过 程，发现氢氧化物前驱体在 160℃ 的低温下极短时间内
（4 分钟）就转变为层状氧化物产物。通过与原位固相合成
实验、原位水热合成实验进行对比，发现了微波水热的反应
速率（1.819 min-1）比固相合成（0.091min-1）和水热合成
（0.096min-1）大一个数量级。研究人员通过进一步的原位

实验详细分析了反应中各组分的微波吸收能力，成功揭示了
超快微波合成背后的靶向能量传输引发化学反应的机理：微
波能量可以通过与极化分子水合锂离子及带有未成对自旋电
子的过渡金属离子的共振相互作用，精确地将能量传递到反
应物中，提升反应物的内部动能而对环境反应温度影响不大，
从而加快了固液界面处的锂离子插入速率和晶体的相结构演
化，最终实现了层状正极材料的低温快速合成。该工作近日
发 表 在 Science 子 刊 Science Advances（DOI：10.1126/
sciadv.abd9472，影响因子为 13.116）上。

 ▲ 【图 2】 超快微波靶向能量传输引发化学反应的机理

该工作是在潘锋、白健明、王峰和许康的共同指导下，由
第一作者研究员张明建及相关人员共同努力一起完成。
该工作得到了国家材料基因工程重点研发计划、广东省创
新团队项目的大力支持。文章链接：https://advances.
sciencemag.org/content/6/51/eabd9472

四川大学王玉忠院士团队提出棉织物无醛耐洗阻燃新方法
来源：中国聚合物网

棉织物的易燃性是引发室内等公共场所火灾的主要原因

之一，对其进行阻燃处理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与应用价值。

然而，现有的棉织物阻燃方法受到环境友好性和耐久性的严

重限制。一方面使用含甲醛的传统卤素 / 磷阻燃后整理剂（如

商用 PyrovatexCP®）会引起严重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阻

燃棉织物的阻燃性能会随着洗涤过程而迅速丧失。如何实现

棉织物的环境友好耐久阻燃已成为该领域亟待解决的难题。

四川大学王玉忠院士团队受传统织物染整固色工艺启发，

设计了一类既不含 Cl、Br、P 等传统阻燃元素，也不使用有

毒有机溶剂的新型环保生物质基阻燃剂，赋予棉织物耐久阻

燃性能。在该阻燃剂涂层（TC）中，生物质单宁（TA）作为

成炭剂，以水为溶剂，通过类似染料的固色作用被吐酒石（TE）

稳定固定在棉织物的纤维表面，进一步络合 Fe2+ 离子，保证

涂层的耐久阻燃性能（图 1）。在织物遇火燃烧时，Fe2+ 离

子将迅速催化 TA 交联炭化，在基材骨架表面形成隔氧绝热的

石墨化炭层，达到阻燃目的。所得织物经过 100 次洗涤或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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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循环后，仍能维持良好的阻燃性能。

 ▲ 【图 1】耐久阻燃涂层的构建以及涂层组份之间相互作用
示意图

与织物染料固定作用类似，TC 涂层组分与棉织物间的氢

键和配位协同作用确保处理后阻燃棉织物的耐水洗性和摩擦

耐久性。扫描电镜、X 射线能谱分析以及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测试结果表明，该阻燃涂层与棉纤维之间具有足够的结合力，

使得涂层在长期洗涤和摩擦过程中能够保持其原有的形态和

组成。经过 100 次模拟洗涤 / 摩擦循环后，阻燃织物的极限

氧指数值（LOI）仍稳定在较高值，且以极低的损毁蔓延速度

通过水平燃烧测试。在热辐射功率为 35 kw/m2 锥形量热测

试中，阻燃织物的峰值热释放速率 (PHRR) 从 173.1 kW/m2 降

低至 125.6 kW/m2；经 100 次洗涤之后，其 PHRR 仍能维

持在 139.3 kW/m2；而在 50 kw/m2 的热辐射功率下，阻燃

棉织物的 PHRR 可下降约 50%，说明更高的热辐射利于金属

催化 TA 形成隔热炭层，发挥阻燃作用。此外，该阻燃涂层

可通过改变金属离子种类，调控织物阻燃性能。例如，使用

Co2+/Zn2+ 进行络合时，所得棉织物在经过 20 次模拟洗涤

之后，LOI 仍高达 30% 以上，且通过垂直燃烧测试。该不含

Cl、Br、P 等传统阻燃元素的耐久阻燃涂层能有效降低棉织物

在长期使用过程中的火灾危险。

 ▲ 【图 2】经不同次数模拟洗涤后涂层棉织物的水平燃烧行
为及锥形量热测试（35 kw/m2）中热释放速率曲线

研究者进一步阐明了该涂层的阻燃作用机制。通过热重

分析，发现该涂层可减缓棉织物在高温下的分解速率，并且

促进棉织物形成更多的残炭。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和拉

曼（Raman）测试表明阻燃织物纤维在燃烧后表面被粗厚且

致密的炭层所覆盖，该炭层为具有较小ID/IG值的石墨化炭（图

3）。结合热重 - 红外联用（TG-IR）结果，发现该涂层形成

的炭化物可有效减少棉织物在受热时产生的可燃挥发性产物，

减少材料燃烧时反馈至火焰区的“燃料”（图 4）。综合多

种测试手段分析，TC 涂层受热时，其中 TA 在金属离子催化

作用下转变成大尺寸的石墨化热稳定炭层，聚集结块并覆盖

在纤维表面，构成热稳定的屏障，有效阻止热量、氧气和易

燃挥发物的传递，从而起到阻燃作用。

 ▲ 【图 3】锥形量热测试后纯棉织物（a1, a2, a3）和阻燃棉
织物（b1, b2, b3）的残炭数码照片、SEM 图片和 Raman
测试曲线

 ▲ 【图 4】纯棉织物和阻燃棉织物的热重 - 红外联用测试结
果

该 成 果 发 表 在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DOI10.1016/j.cej.2020.128361） 上。 论 文 的 第 一 作

者为四川大学博士生张爱泞，通讯作者为赵海波教授和王

玉忠院士。该不含传统阻燃元素的耐久阻燃棉织物可通过

OEKO-TEX® 生态纺织品标准，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也

为制备绿色环保的耐久阻燃织物提供了新的思路。  

论 文 链 接：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

article/pii/S1385894720344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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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 月 9 日，由清华大学和中核集团合作，采用清
华大学技术制造的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温气冷堆球形
核燃料元件产品首次发运仪式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的中核
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举行。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姜
胜耀，中核集团副总经理马文军，中国华能集团副总经理王
文宗，中钢集团副总经理王文军，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核研
院院长张作义，核研院党委书记、核研院燃料元件团队负责
人唐亚平，球形燃料元件生产线建设和燃料元件制造主要合
作伙伴代表，以及自治区、包头市领导等出席仪式并参加高
温气冷堆核燃料元件后续发展研讨会。

 ▲ 高温气冷堆燃料元件生产线产品首次发运仪式现场
姜胜耀代表清华大学向中核集团、华能集团、中核北方，

以及所有参与、支持这项事业的单位和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
和衷心的感谢。他指出，如此大规模的高质量球形核燃料元
件的制造和出厂，在世界范围内属于首次，标志着清华大学
和中核集团圆满完成了合作建设球形燃料元件生产线和为示
范电站制造首炉核燃料的任务。姜胜耀强调，这是高温气冷
堆核电站示范工程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重要里程碑，是我国
先进核电技术领先世界的一个标志性成果，也是清华大学和
相关企业、单位通力合作、协同创新，特别是和中核集团进
行全面战略合作取得的重大成果。

姜胜耀说，球形燃料元件是高温气冷堆固有安全性最重
要的基础，其制造技术是“买不来、要不来、讨不来”的关
键核心技术。清华大学已经进行了四十年的研发攻关，拥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中核集团多年来给予清华大学信任和支
持，校企合作、优势互补、融合协同，才让实验室发明真正
变成了了不起的工业制造技术。

姜胜耀表示，高温气冷堆示范电站建设已进入最后收官
阶段。接下来，清华大学将继续和中核集团、华能集团等行
业龙头企业精诚合作，深化与中核集团的全面战略合作，大

我国自主研制的高温气冷堆球形核燃料元件
产品首次出厂发运

来源：清华新闻网

力推动、落实高温气冷堆的商业化工作，进一步发挥高温气
冷堆的独特优势，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实现高温气冷堆
的电、热、汽综合利用以及大规模核能制氢等重大应用，为
我国能源技术转型升级、解决关键核心领域“卡脖子”技术
需求，为我国核电领跑世界、由核大国向核强国迈进作出更
大贡献。

在随后召开的燃料元件后续发展研讨会上，姜胜耀要求合
作各方认真总结前期工作在技术、精神与机制等多方面形成的
成果，做好经验反馈，继续发扬为国担当的责任感和我国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团结协作再出发，让举世瞩目的球形核燃
料元件及其 TRISO 颗粒技术大放异彩，创造新的辉煌。

张作义在研讨会上作“60 万千瓦高温气冷堆核电站及燃
料元件扩大生产技术”的报告，从规模、用途和技术方案等
方面对高温气冷堆后续发展规划进行了介绍，阐述了继续提
升球形燃料元件生产技术的要求。唐亚平对生产线建设和元
件制造过程中的经验作出总结，介绍了生产能力继续提高涉
及的主要问题，并就后续规模生产线建设的规划、布局、合
作机制等提出了意见，呼吁合作各方加快规划和决策进程。

核研院核燃料元件研发团队（新材料研究室）老中青教
师代表参加了首发仪式和研讨会。

 ▲ 核研院燃料元件团队教师代表与高温气冷堆燃料元件厂部
分骨干合影

自高温气冷堆燃料元件生产线 2013 年 3 月在中核北方
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开工建设以来，核研院的老师们按要求
分批长期驻扎工厂，与中核北方人员紧密合作，完成了设备
设计、制造与安装，设备、工艺的调试和试生产，以及人员
培训等大量工作。生产线于 2017 年正式建成达产，目前已
经成功生产了 70 余万个球形燃料元件，满足了高温气冷堆示
范电站首炉装料需求，为示范电站顺利建成打下了坚实基础。
这次首发约有 7.8 万个球形燃料元件将被运往正在山东省荣
成市石岛湾建设的高温气冷堆示范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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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ppinine-Chippiine 类天然产物（图一，1–11）是依

波加天然产物次级代谢物中的一个亚家族，具有独特的强刚

性 [6.5.6.6.7] 稠环骨架，尤其是所含的手性氮杂 [3.3.1] 桥环

骨架，在吲哚类天然产物中十分罕见。此外，分子中含有包

括桥头手性季碳在内的多个手性中心，并且受 C20 位绝对构

型的影响，Dippinine 类分子（2–6）中的全碳六元环为椅式

构象，而 Chippiine 分子（8–10）中的六元环为船式构象。

活性方面，该类天然产物对逆转肿瘤细胞的耐药性，具有潜

在的良好活性。基于其独特、新颖、复杂的结构特征带来合

成上的挑战性以及潜在的生物活性，开展此类天然产物的全

合成研究，无论是对推动有机合成新方法、新策略的发展，

还是对深入开展相关天然产物及其新型类似物生物活性的研

究，都有重要科学意义。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所韩福社课题组在报道

了 Dippinine-Chippiine 同 系 天 然 产 物 (+)-Tronocarpine

（ 图 一，1） 的 首 次 不 对 称 全 合 成 及 其 绝 对 构 型 确 定

后 （Angew.Chem.Int .Ed.，Front ispiece cover；

Tetrahedron），最近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再次取得重要进展。

他们设计并发展了以吲哚 - 内酰胺衍生物 12（图二）与丙

烯醛衍生物的不对称 Michael/aldol 串联反应构建手性氮杂

[3.3.1] 桥环骨架衍生物 (13 和 14)、分子内氮杂 SN2’反应构

建含氮七元杂环 (15 → 16；18 → 19)、Stille 偶联引入 [3.3.1]

桥环侧基官能团 (16 → 17) 及催化剂控制的立体选择性氢

化 (19 → 9–11) 等为关键反应的发散式合成路线策略，成功

实现了系列依波加次级代谢天然产物 dippinine B(4) 和

C(5)，10,11-demethoxychippiine（9），3-O-methyl-

10,11-demethoxychippiine（10）、3-hydroxy-3,4-

secocoronaridine（11）五个天然产物的首次不对称多样性

全合成，以及 C11 位脱甲氧基 demethoxydippinine A（3）

和 demethoxydippinine D（7）两个类似物的不对称合成。

该工作所发展建立的合成新策略和方法对该家族中其它天然

产物的合成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于深入开展此类天然产物

及其类似物生物活性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上 述 成 果 在 Angew. Chem. Int. Ed. 发 表， 并 被 新 任

JACS 主编 Carreira 教授在 Synfacts 杂志进行了亮点工作介

绍。论文的第一作者是博士生周杰和谈东兴（共同一作）。

该研究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资助。 

 ▲ 【图 1】部分 Dippinine-Chippiine 类天然产物的结构

 ▲ 【图 2】 部分 Dippinine-Chippiine 类天然产物的合成路线

文 章 链 接：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

full/10.1002/anie.201914868

吲哚类天然产物全合成研究再获新进展
来源：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化学通讯

40



科研进展

结直肠癌 (Colorectal cancer, CRC) 是消化道常见的恶性

肿瘤之一，严重威胁着人类健康，对我国及全球公共卫生系

统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手术切除是结直肠癌的首选同时

也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然而，对于中晚期结直肠癌，由于

常出现术后肿瘤原位复发或远端转移，手术切除的疗效有限，

新的治疗手段亟待出现。

对于结直肠癌，在肿瘤切除过程中，得益于外科医生独

有的直接接触肿瘤的机会，原位（肿瘤切除部位）免疫治疗

可能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术后治疗策略。基于此，中国科学院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的陈学思院士 / 宋万通副研究员研究团

队联合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房学东教授团队报道了一种为

结肠癌术后免疫治疗而设计的高分子免疫植入件。该植入件

由四臂聚乙二醇胺 (4-arm PEG-NH2) 和氧化葡聚糖 (ODEX) 

交联形成凝胶支架并担载瑞喹莫德 (R848) 和 OX40 抗体 

(aOX40) 联合组成。氧化葡聚糖中的醛基通过与组织表面氨

基间形成席夫碱键，使其具有较好组织粘附能力；R848 能够

募集活化自然杀伤细胞（NK 细胞）和树突状细胞（DC），

激活固有免疫杀灭残余肿瘤细胞，并促进 DC 细胞向 T 细胞

提呈抗原，启动 T 细胞应答进一步杀灭残留肿瘤细胞，发挥

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的桥梁作用；aOX40 则能增加效应 T

细胞和记忆 T 细胞的存活和扩增，使机体产生免疫记忆效应，

从而能够有效的防止肿瘤复发和远端转移的发生 ( 图 1)。

图 1. 高分子免疫植

入件的体内作用机

制 : 在配合手术植入

切除部位后，免疫植

入件所装载的 R848

和aOX40持久缓释，

序贯激活固有免疫、获得性免疫和免疫记忆效应，清除残余

长春应化所陈学思院士 / 宋万通团队和吉大房学东教授
合作 AM：高分子免疫植入件用于结直肠癌的术后免疫
治疗

来源：X-MOL 资讯

肿瘤及远端转移肿瘤，并预防肿瘤的复发。

在小鼠体内实验中，在模拟临床操作条件下，该植入件

可以根除术后残留的肿瘤，小鼠在 150 天内无肿瘤复发；对

治愈的小鼠进行肿瘤再挑战实验，无肿瘤发生，说明建立了

肿瘤特异性免疫记忆效应；而在双侧肿瘤治疗实验中，单侧

治疗可以有效抑制对侧肿瘤的生长，说明局部治疗产生了系

统性的免疫响应，从而抑制远端转移病灶的生长，显示了非

常出色的临床价值。

 ▲ 【图 2】a）术后植入过程；b-c）肿瘤术后生长曲线；d）

小鼠生存期曲线；e）小鼠变化曲线；f-h）小鼠肿瘤再挑战

实验

综上所述，该高分子免疫植入件为中晚期结直肠癌的治

疗提供了有价值的和有临床意义的新型策略。这一成果近期

发表在 Advanced Materials 上。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02/adma.202004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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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领域从不缺少巨人的身影，创新者们也从未停下攀

登的步伐。钱学森、邓稼先、郭永怀等老一辈科技工作者，

用矢志报国的爱国热情、理性务实的科学精神，扛起了一个

时代创新发展的大旗。如今，创新主体更加多元、创新环节

更为多样、创新模式更趋复杂，时代在呼唤更多、更强的创

新英雄。

揭榜挂帅，撕下创新主体“出身”的标签，瞄准真实横

亘的现实难题，要一个解决方案、求一个最优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讲，揭榜挂帅是一次松绑，让科研人才目

标分明、心无旁骛搞创新；是一次竞争，让创新达人同台竞技、

擂台比武赛创新；更是一次合作，让能者强强联手、协同合

作攻创新。

揭榜挂帅，如何实现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揭榜挂帅，鼓声正急。

在 1 月 11 日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有力有序推进创新攻关的“揭榜挂帅”体制机制。

自 2020 年 10 月以来，“揭榜挂帅”已先后写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 2021 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

等报告，并被写进《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的建议》。

揭榜挂帅，是抢抓新科技革命先机的必然选择。时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科技创新

呈现交叉、融合、渗透、扩散的鲜明特征，科研体系向“开放科学”转型，知识分享和跨界交流合作成

为常态。世界主要创新国家都在加快调整重构科研组织体系，建立适应新兴科学和技术发展的管理架构，

力求在新一轮科技竞争中赢得优势。揭榜挂帅是一种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任务的新机制，是对国家重大任

务研发管理的新尝试。我国以揭榜挂帅为代表的重大任务研发管理正在分类推进之中，比如，对支撑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的任务，实行“揭榜挂帅”“军令状”“里程碑式考核”等管理方式；对支撑经济社会

发展的任务，探索完善“悬赏制”“赛马制”等任务管理方式；对科技创新前沿探索的任务，在竞争择

优的基础上鼓励自由探索。

揭榜挂帅，也是激活国家科技创新源泉的重要举措。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根本，顶尖人才更具有不可替代

性。持续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需要充分用好人才这个第一资源，竭力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揭榜

挂帅，不问来者身份，不计应者资历，谁能干就让谁干，谁有本事谁就挂帅出征，这种千方百计搞创新，

不遗余力求突破的姿态，势必能更有力地吸引全球优质创新资源，并对全社会的创新、创造风气产生深

远积极影响。

揭榜挂帅，是当下我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需要。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国内新旧动能转换，全球

科技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大国科技竞争已上升为国家行为，必须加强体系化竞争力量，实施好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工程，尽快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揭榜挂帅在清晰标示“问题单”后，唯成果兑奖，

这种结果导向有利于调动各创新主体的积极性，从而解锁更多产业发展短板、战略必争领域等的关键核

心技术，提供更多高水平的科技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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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家机构、一位位个体，以一年年积淀、一次次磨砺，

最终驱动中国这艘超级航母从积贫积弱之地驶入国富民足之境。

面对铺展开来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以科技创新的主动赢得国家发展的主动权，是我们必然的选择。

创新的求贤令已昭告天下，挂帅的催征声正澎湃激昂。

创新者，揭榜挂帅干起来！

揭榜挂帅开新路

1 月 11 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力

有序推进创新攻关的“揭榜挂帅”体制机制。

2020 年 5 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行重点项目攻关“揭

榜挂帅”，《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再次强调，改进

科技项目组织管理方式，实行“揭榜挂帅”等制度。

“揭榜挂帅”制，指为了解决社会中特定领域的技术难题，

由政府组织面向全社会开放的、专门征集科技创新成果的一

种非周期性科研资助安排。

与以往科研人员获得科研项目的课题申报制相比，揭榜

挂帅实现了从竞争拿项目到竞争出成果、从谋求发论文到解

决真问题、从论资排辈到不拘一格的三大突破。

国内首个研究科技悬赏制的学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

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曾婧婧向《瞭望》新闻周刊评论说：“与

科技悬赏制本质上一样，揭榜挂帅是希望在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中，选出那些有能力、有意愿的领军人物，实现能者上、

庸者下。这种不问出身、论功行赏的结果导向，将倒逼科研

资源优化整合、倒逼科研体制机制创新。”

在我国确立创新居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科技

自立自强系国家发展战略支撑的背景下，揭榜挂帅这一科研

激励机制的重大制度创新，将国家激活创新动力的意图释放

无遗。

这样的体制机制创新，将如何撬动我国科研体制从“为

追赶服务”向“为原创服务”？

从竞争拿项目到竞争出成果

揭榜挂帅的一大突破，是科研人员从“入口”竞争变为“出

口”竞争，即从竞争拿项目到竞争出成果、从严进宽出到宽

进严出。

揭榜挂帅在选择项目承担人时给予多个准入名额，做出

成果才最终获得资助，政府先看成果后付费，谁完成得好谁

拿奖励。

以深圳市在 2020 年疫情期间发布的“新冠肺炎的预防性

疫苗研发”项目为例，其资助强度达 3000 万元，条件包括

实施期限为 24 个月，完成疫苗的临床前动物实验；完成临床

需求的疫苗生产制备和检定；完成临床试验和总结；疫苗接

种后保护性中和抗体的阳转率≥ 80%；完成上市注册申请等。

只有按要求完成才能获得相关奖励。

此前，我国科研计划管理长期实行课题申报制。其特点是，

按照公平竞争、择优支持的原则确立科研课题，并以课题或

项目为中心、以课题组为基本活动单位，进行课题组织、管

理和研究活动。

课题申报制的运行，有利于提高科技资金的使用效益、

确保科研体制机制的公平。通常而言，科研课题的运作模式

基本由课题申报—立项—研究—鉴定验收—成果应用和转化

等环节构成。为此，国家相关机构每年均会出具项目研究指南，

科研人员则根据项目研究指南确定研究方向，撰写课题申请

书、进行答辩以争取项目。

申报制之下，科研人员拿到课题、获得项目要展开激烈

的“入口”竞争。

有科研人员告诉记者，从开始有研究兴趣到着手研究，

往往要填各种各样的表格，有些表格很必要，但表格与表格

之间、不同层级申报材料之间重复工作较多。“我们同事同

行之间经常开玩笑说，彼此不是在写项目申请书，就是在跑

项目的路上。”该科研人员说。而且科研人员还要忙于应付

中期考核、阶段考核等各种检查，完成各项汇报和评审，科

研时间遭到挤压。

曾婧婧在评审项目时就曾发现，在申报制的严进宽出下，

有的课题虽然历时数年，但结项时却草草了事。“一个项目

在发表文章后匆匆结题，科研成果可能并没有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从而造成科研资源的浪费。”

在长期关注科研体制改革的同济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学

院教授许鹏看来，某种意义上，申报制是在规定的时间段、

规定的预算下完成规定的科研工作。“申报制下大部分科研

项目都有既定的技术路线，科研工作者只需按照技术路线完

结规定动作，这样产出的科研成果实用性就不那么强。”

揭榜挂帅则不同。它采取唯成果兑奖的资助方式，经费

给到出成果最快、最好的科研人员或团队，这就使科研人员

的关注重点从立项转移到产出，可谓是一种“出口”竞争。“揭

榜挂帅就像包产到户后，社员为了自己的收成不仅要出工，

还要真出力。”许鹏说。

据了解，揭榜挂帅变过程管理为结果管理，还可减少科

研过程中的规划制定、检查，为科研人员的探索腾出更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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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例如申报制下，编制预算需写明、写细各种经费用途，

经费使用情况也要严格按照预算，所谓“打酱油的钱不能买

醋”。揭榜挂帅之下，入围团队可能会得到一部分启动资金，

这笔钱可由团队自行支配，这就免去了科研人员需要提前编

制预算，以及项目启动后预算往往与实际支出难以吻合的烦

恼，实现了科研团队自主决定经费是用于打酱油还是买醋，

方便了科研进展。

从谋求发论文到解决真问题

揭榜挂帅的另一效用，在于明晰科研主力军的目标导

向——不是殚精竭虑发论文，而是要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

案。

工信部 2018 年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点任

务揭榜工作方案》，就是为了征集并遴选一批具备较强创新

能力的单位集中攻关，重点突破一批技术先进、性能优秀、

应用效果好的人工智能标志性产品、平台和服务。

一直以来，科研院所、高校都是科研主力军。但对其的

考核评价，不管是基础研究学科还是工程技术学科，往往多

是数论文数量、看论文“出身”（是否发表在 SCI 期刊、影

响因子高低等）。

对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来说，发表论文是展现科研

成果、学术交流的必要方式，但对一些致力于应用技术研发

的科研人员来说，单纯的论文评价标尺就“不够用”——业

内专家指出，对应用研究、技术开发类活动，应注重评价新

工艺、新产品、新材料、新设备，以及应用解决方案、新诊

疗方案等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仅靠论文不够用；

而现实中发表论文直接与职称晋级、获得“帽子”、待遇提

升挂钩。

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旭楠说，他从小

生活在广州，珠江及其河网的水质恶化天天看在眼里，因此

他在读环境工程学科时就想尽己所能解决黑臭河涌问题，并

始终坚持自己的科技成果一定要转化应用、要解决问题，论

文等不是他的核心考虑因素。

但更多从事应用技术研发的科研人员，则被“论文”指

挥棒驱动着多申请项目、多发表论文，至于是不是能解决实

际问题、能不能对接市场需求等，则不在其主要考虑范畴。

如此一来，财政支持的科技研发工作逐渐陷入申报课题—

发论文、评职称—再申报新课题的循环。

这也是科技经济“两张皮”、产学研脱节的重要原因。

在曾婧婧看来，现在高校院所的一些科研成果，企业不愿购

买其知识产权，主要是因为这些成果不是企业真正需要的，“面

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只会为货真价实、能够真正解决问

题的科研成果付费买单。”

而揭榜挂帅的榜单来自产业运行、企业发展中的真需求、

真问题，从源头上就需要有心揭榜的科研主力军们瞄准实际

问题，给出解决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讲，聚焦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的揭榜挂帅，也是改进科技项目组织管理方式的一次重

要尝试。

从论资排辈到不拘一格

揭榜挂帅还传递出谁有能力谁上的科研导向，有利于扭

转创新主体难作为的问题。

2020 年，山东省印发《山东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管

理暂行办法》，率先以规范性文件推行揭榜制，以更加开放

的姿态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一改过去由政府主导遴选项目实

施主体的做法，把需要攻克的关键核心技术项目张出榜来，

通过市场机制，自主遴选项目实施主体。

山东省的揭榜制项目分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两大类。技

术攻关类主要由省内外有研究开发能力的高校、科研单位、

企业或各类创新平台进行揭榜攻关，并优先支持具有良好科

研业绩的单位和团队，鼓励产学研合作揭榜攻关；成果转化

类主要由有技术需求、应用场景且符合应用条件的省内企业

进行揭榜转化。

而以往课题申报制下，参与的主体主要是科研院所、高校，

及一小部分各领域的头部企业。

这意味着，大多数企业难以承接重大课题项目，缺少在

项目攻关中累积、提升自己科研实力的平台与渠道。

业内人士分析，大部分企业难以参与重大课题项目的原因主

要有三：

第一、国家重点项目往往设有一定门槛，比如企业注册
资本要高于承担的项目经费，企业还要配套一部分经费等，
中小企业对此往往心有余力不足；

第二、企业申请国家部委、地方政府课题，也常有很多
附加条件，比如要求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以及企业落户、
贡献税收、解决就业等，企业负担较重；

第三、一些国家部委在做科研攻关项目招标时，因项目
数量较少、资金资源有限、管理能力有限，给予企业的参与
名额较少，大量企业被排除在外。

我国的创新版图亟待大大强化企业创新能力。“企业是

连接社会生产要素最为活跃的主体，也是创新链、产业链、

价值链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之一。揭榜挂帅能给更多中小企业

捅破‘天花板’的机会，弥补我国创新短板。”傅利叶智能

集团总裁顾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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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工信部人工智能揭榜方案制定的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副总工程师王爱华介绍，为了给更多创新主体创造机会，

工信部特别设置主、辅两条赛道。主赛道的参与主体多为综

合实力较强的企业和科研实力雄厚的院所团队，辅赛道则由

当前实力稍逊的创新主体参与。“这就使更多的创新主体有

机会得到各方关注和支持，真正实现由以往的论资排辈到现

在的不拘一格做创新。”

旷视科技总裁付英波提到，工信部在此次揭榜工作中降

低参与门槛，给所有社会创新主体公平竞争的机会。“无论

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无论是高校院所还是大中小型企

业，谁有能力谁就上。这就很有激励作用，能调动更多民营

科技企业积极参与到科技创新攻关的洪流中来。”

一些中小企业也能通过揭榜挂帅获得参与国家项目的机

会，提升自身科研实力。赛迪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安晖表示，

揭榜挂帅可营造英雄不问出处的结果导向氛围，让有创新实

力的民营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等不受限于身份，都能参与其中，

从而吸纳全社会最具创新性的科技研发主体及人才，避免“遗

珠”。而将传统意义之外的创新机构吸引进来，发挥其鲶鱼

效应，也能够让大院、大所、大企业产生危机意识，促使其

将内部创新资源向揭榜挂帅的目标领域进行配置，从而提升

整体创新活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揭榜挂帅选“帅”不是目的，目的是

为了让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尽最大努力将那些从实际

中来的“榜单”内容完成好，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创新主体实

力的增强。

这就让社会对揭榜挂帅充满期待：经由这一体制机制创

新，前沿技术能活起来、专家学者能动起来；借助这一思想

观念创新，能者上、强者赢，科研人员务实创新的风潮澎湃

中华。

三环节释放创新力

选贤举能，英雄不论出处。科技界揭榜挂帅风头正劲。

业内人士认为，揭榜挂帅有望成为体制机制创新、激活

社会创新资源的重要抓手。从具体实施看，其运行涉及榜单

制定、遴选揭榜企业、成果评价三项关键工作，每一步的实

施都要找准症结。

定榜：让科技活起来

榜单是创新攻关的靶子，也是引领科技创新的风向标。

揭榜挂帅这一科研攻关的新工具，其榜单制定颇有讲究。

榜单首先要瞄准真问题、真需求。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曾婧婧看来，真问题、真需求，说到底

就是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例如高端医疗器械研发、新一

代信息技术、5G 升级应用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领域，“只

有发掘来自社会的真实需求、解决企业创新中遇到的真问题，

市场才会买账，产业界才有动力将其商业化，使科技成果与

社会需求无缝对接。”曾婧婧说。

创泽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是入围工信部 2018 年新一

代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重点任务揭榜工作的单位之一。其董事

长李庆民表示，榜单聚焦关键核心技术，突出刚性目标需求，

让揭榜者明确自身强项与实力能否满足目标需求，就能杜绝

实力不足者、哗众取宠者以及善于跟风模仿的南郭先生们。

在同济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教授许鹏看来，用于揭

榜的题目要以实际问题为导向，以解决问题成效为衡量标准。

好的揭榜题目需要非常具体，而且门槛要相对低一些。“例

如做一个转换效率 100% 的光伏板，从机理上我们就知道这

不可能实现，那么适合的榜单题目就可以是做出比当下最好

的技术稍微提高一点的光伏板，比如谁能够在一定经济成本

条件下，做出转换效率是 35% 的光伏板。”

其次，榜单项目要选择有众多创新主体参与的行业领域。

参与前述工信部揭榜工作方案制定和推进的中国信通院副总

工程师王爱华举例说，人工智能就是一个仍处于成长初期的

新兴领域，市场热度高、技术需求大、应用前景广、创新主

体多、潜在揭榜者数量大，这就容易形成你追我赶的局面，

很适宜采用揭榜挂帅这一工具。而操作系统、芯片等技术研

发投入周期较长，潜在主体相对较少，较难在短期实现突破，

则可考虑集中力量长期攻关。

揭榜：让最强大脑赛起来

形成揭榜项目池后，下一步就是遴选出适合参与项目攻

关的创新主体。目前的科技创新活动已经呈现出创新主体更

加多元、创新环节更加多样、创新模式更加复杂的特征，在

众多创新主体中优中选优，需要一套完备的评估遴选程序。

第一，畅通参与渠道。曾婧婧认为，遴选揭榜者可不设

门槛，面向全球招募，只要拥有知识产权且无产权纠纷、社

会信誉良好、无不良记录者均有资格揭榜。

第二，可通过毛遂自荐、比武推选等差额入围方式，谁

有“苗头”就支持谁。

李庆民认为，政府科技投入的目的无非是解决科技难题，

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只要参与揭榜的企业有了突破的苗头，

继续做下去能看到胜利的曙光，就可以给予支持。“若政府

层面营造出这样的科研环境，也就是谁能翻多高的跟斗就给

其铺多厚的垫子，谁能激起多大的浪花就给其修筑多深的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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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那么揭榜者就会层出不穷，大展拳脚。”

曾婧婧建议，揭榜方可通过相关平台统一提交完整报名

材料及书面解决方法，由专家组为每个揭榜项目确定 2 ～ 3

个入围团队，每个入围团队获得部分启动奖金，平行展开研

发攻关。

第三，多方参与评估遴选。受访专家建议，无论在文字

材料初评环节还是在企业现场答辩环节，不仅要有技术领域

专家，还可囊括如投融资等机构的专家参与，不同领域的专

家通过不同维度把关，以进一步考察揭榜单位的综合实力。

同时，评议过程也能促进各机构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企业，

促进各类资源对潜力方向提供更多支持和投入。

王爱华告诉记者，工信部在遴选揭榜企业中，一方面邀

请来自产业、法律和用户等更广泛的人员参与评价，另一方

面还通过实地调研查验和第三方机构测试等环节，了解企业

现实基础和潜在发展能力。通过 1000 多家企业参与揭榜，

工信部对全国人工智能产业情况进行了深度摸底，最终 200

多家单位成功揭榜。“我们还特意邀请金融投资机构参与其中，

使投资机构在前期就能了解企业实力水平，企业也更容易获

得投融资支持。”王爱华说。

挂帅：让能者动起来

企业等创新主体在挂帅之后，就进入到全力攻关环节。

一方面，挂帅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产学研用全面合作。

比如创泽智能用来揭榜工信部“智能公共服务机器人”项目

的机器人“创创”，就是与华南理工大学教授杨辰光合作研

发的。

李庆民认为，除鼓励产学研用全面合作，揭榜挂帅还应

推动形成“和而不同，竞而不争”的氛围，和者能久，竞者

有力，在竞合中寻求行业整体突破的良性循环。他解释说，“竞”

就是吸纳全社会有能力的机构和人才参与攻关，这样多方参

与不仅能提高科研和创新效率，也将培育一批产业尖兵。竞

而不争是一种长远、互利的思维方式。当今社会，大到企业，

小到个人都应当有竞争与合作的精神，这样才能扬长避短、

推动创新，让各方呈现交互上升的态势。

此外，还需加强良性互补的梯队建设。例如工信部揭榜

工作中，就设置了主赛道与辅赛道，类似于主力与替补的关系，

如果主赛道企业不作为，辅赛道企业将成为替补。在彼此互

相激发中，形成整体揭榜挂帅的梯队建设。

另一方面，挂帅不是创新主体的大包大揽，还需要政府

给予各项支持举措、配套完善的平台等。

首先，赋予揭榜主体充分的自主权与资源使用权。创新

主体如果有科研突破的潜力，科研、人力等资源就应优先为

其调配使用。创新主体有完成揭榜项目的可能性，项目的决策、

管理就应由其负责。

再者，挂帅不是一劳永逸，还需要明奖惩。揭榜单位完

成攻关任务后，即进入成果评价环节，这一环节决定了是哪

个创新主体最终获得奖金。

李庆民认为，成果最终都需要转化交付市场，市场才是

评价成功与否的标准。他建议，对顺利实现既定目标的项目、

市场反响好的项目，要给予奖励；对不能按时实现主要目标

但有望实现的，可适当延期；延期后仍不能实现的，则予以

取消，并设立适当的惩戒机制，既让只想拿科研项目经费的

跟风投机者望而却步，也可打消公众对科研经费合理使用的

担忧。

从这个意义上，北京猎户星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傅盛

认为：“围绕揭榜挂帅，一系列公正、合理的的评价机制亟

待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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