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要闻

CONTENTS 目录

科研进展

2

单细胞中心提出微生物组相似度新算法DMS

4

青岛储能院在新型长寿命、高电压锌二次电池方面取得

5

7

所情快讯

15

青岛能源所第四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学科序列

p15

山东省科技厅厅长唐波一行调研山东能源研究院

阶段性进展

16

青岛市发改委主任李刚调研青岛能源所

先进有机功能材料与器件研究组在有机光伏材料设计与

17

山东省科技厅现场考察山东省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

形貌调控方面取得一系列阶段性研究进展

18

崂山区副区长黄应胜一行来所交流

先进电池正极材料研究组揭示出下一代锂金属电极的工

p16

青岛市科技局党组成员于炳波一行来所调研

作机制
8

党建与创新文化

先进储能材料与技术研究组开发出多体系硫化物固体电
解质及高性能固态电池

主

编：彭辉

10

膜分离与催化研究组开发出介孔材料改性的聚酰胺复合膜

19

战“疫”在一起丨青岛能源所抗击新冠肺炎在行动

11

微生物代谢工程研究组揭示出丝状真菌天然产物生物合

21

停课不停学——疫情之下的“青能”研究生

副 主 编：冯埃生
责任编辑：张瑞东 刘佳
邮编：266101

成新机制

电话：0532-80662600
E-mail: liujia@qibebt.ac.cn

p17

13

科研助力抗“疫”：青岛能源所将科研成果应用于消毒

网址：www.qibebt.cas.cn
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189号

防疫

p18

1

科研进展

科研进展

单细胞中心提出微生物组相似度新算法DMS
苏晓泉副研究员带领的单细胞中心生物信息研究组，针对如何精确地计算鸟枪法元基因组数据点
之间的量化差异等关键技术瓶颈开发了Dynamic Meta-Storms（DMS）算法。DMS充分利
用菌群中已知物种的生物分类和进化关系，对未知物种的进化位置进行理性推测，从而能够全
面、精确地计算元基因组之间物种水平的相似度。

图2 与其他算法相比，Dynamic Meta-Storms能够更精确地计算菌群之间相似
度（a），同时在计算速度和计算资源利用率上有显著提升（b）

图1 Dynamic Meta-Storms能全面、精确地计算元基因组之间物种水平的相似度

据点之间的量化差异，一直是业界的热点问题。苏

（http://mse.ac.cn），直接服务于地球微生物组计划

晓泉副研究员带领的单细胞中心生物信息研究组，

（EMP）、人体微生物组计划（HMP）、中科院微

针对上述关键技术瓶颈开发了Dynamic Meta-Storms

生物组计划等大科学计划，从而支撑基于菌群测序

（DMS）算法。DMS充分利用菌群中已知物种的生

的精准健康、精准护理与精准营养。

物分类和进化关系，对未知物种的进化位置进行理

该论文的并列第一作者是生物信息研究组荆功

性推测（图1），从而能够全面、精确地计算元基因

超和张玉凤，由苏晓泉副研究员主持完成，并获得

组之间物种水平的相似度（图2a）。

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山东省自然科学重大基础研

与此同时，得益于高性能并行计算优化技

究项目、中科院微生物组计划等的支持。
（文/图 荆功超）

术，在计算百万数量级之元基因组样本的相似度时
自然界中，微生物组（亦称“菌群”）无所不
在，其结构深刻体现着生态系统的健康状态，因此

（5×10 11次相似度计算），DMS在单个计算节点上

原文链接：

能够更精确地计算菌群相似度。该研究在线发表于

仅用6.4小时即可完成，与目前最快算法相比，速度

Jing G.1, Zhang Y.1, Liu L., Yang M., Xu J. and Su X.*

Bioinformatics。

提高了20%，同时还节省了40%的内存使用率（图

. Dynamic Meta-Storms enables comprehensive taxonomic

2b）。

and phylogenetic comparison of shotgun metagenomes at

微生物组结构比对是菌群检测服务于精准健康、精

鸟枪法元基因组（shotgun metagenomics）通过

准护理与精准营养的核心环节之一。青岛能源所单

直接测定菌群总体DNA序列，来刻画一个菌群的结

作为元基因组学领域的共性基础算法之一，

细胞中心提出了Dynamic Meta-Storms（DMS）算法，

构和功能。然而如何精确地计算鸟枪法元基因组数

DMS将基于单细胞中心开发的微生物组搜索引擎

2

the species level. Bioinformatics (2019) DOI: 10.1093/
bioinformatics/btz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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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储能院在新型长寿命、高电压锌二次电池方面
取得阶段性进展
青岛储能院在锌负极表面成功构筑了原位固态电解质层（SEI），深化了多价金属界面离子界
面传输层的传统认知；提出了酰胺聚合物的修饰策略，在传统水系电解质中从副反应抑制及
均匀沉积两方面对锌负极进行精准调控，循环寿命超过8000h；提出了液态/聚合物电解质结
构设计的有益策略，为锌二次电池发展方向和应用拓展提供了建设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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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图1）。2016年，青

输层的传统认知。受到电镀行业“光亮剂”的启

岛储能院利用超高浓盐包水电解质首次实现了2.35V

发，青岛储能院进而提出了酰胺聚合物的修饰策

的高电压锌二次电池新体系（Electrochem. Commun.

略，在传统水系电解质中从副反应抑制及均匀沉

2016, 6, 69）。2017年，青岛储能院创新性地低温修

积两方面对锌负极进行精准调控，循环寿命超过

复策略进一步解决了锌负极-电解液界面浸润性的问

8000 h（Energy Environ. Sci. 2019, 12, 1938；专利：

题，为锌电池在航空航天、深海低温等恶劣条件下

201910240468.0）。基于前期研究进展，团队深刻

的应用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Angew. Chem. Int. Ed.

分析了存在的关键问题，尤其在负极可逆性差及失

2017, 56, 7871；授权专利：201611224300.3）。

效机理方面做出了诠释，并提出了液态/聚合物电解

2018年至今，青岛储能院开发了一系列低共

质结构设计的有益策略，为锌二次电池发展方向和

熔体锌基电解质体系，其溶剂化结构、物化性质、

应用拓展提供了建设性方案（NPG Asia Mater. 2019,

离子传输行为高度可调（Nat. Commun. 2019, 10,

DOI: 10.1038/s41427-019-0167-1）。

5374；Nano Energy 2019, 57, 625；Electrochim. Acta

上述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

2018, 280, 108；授权专利：201710979639.2）。重

研发计划、两所融合基金、中科院青促会等项目的

要的是，首次在锌负极表面成功构筑了原位固态电

支持。

解质层（SEI），深化了多价金属界面离子界面传

（文/图 崔光磊 赵井文 卢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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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Zn Batteries

先进有机功能材料与器件研究组在有机光伏材料
设计与形貌调控方面取得一系列阶段性研究进展

锌电池体系的历史演化及青岛储能院的研究进展

锌电池是一类以锌金属或锌氧化物为负极活

景。然而，时至今日循环寿命短仍是其应用的最大

性材料的储能体系，在电池发展历程中有不可磨灭

障碍，这也是当前锌电池的应用仍以一次电池为主

的地位。锌具有资源丰富、高安全、成本低且多电

的原因。因此，聚焦储锌化学关键科学问题，切实

子转移机制的优点，这使其体积比容量远高于锂。

提升再充电效率是二次锌电池再次登上了历史舞台

虽然近20年以来锌电池发展遇到了停滞，但随着近

的关键。

先进有机功能材料与器件研究组创新性地发展了新型分子侧链位阻策略，通过合理的位阻筛
选，不仅在给体材料中得到了良好应用，而且有效平衡了受体材料的结晶性和自聚性，实现了
吸光层中材料结晶性和共混性的和谐统一；开创性的通过“一锅法”合成了主骨架不对称结构
噻吩并苯并二噻吩（TBD），该主骨架有效改善了吸光层形貌，在多种材料体系中均展现出优
异的光电性能。

年来绿色、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及无铅化的发展趋

依托青岛能源所建设的青岛储能产业技术研究

有机光伏电池由于具有柔性、质轻、可潜在大

艺难易度有重要的影响。从分子设计角度出发，发

势，使锌电池又迎来了新一轮世界范围的关注，对

院（简称“青岛储能院”）从锌电池核心电解质开

规模印刷制备等诸多优点而受到广泛关注。该类器

展新型高效材料和加深对材料聚集特性的认知，提

于低速电动车、规模储能及特种领域有极大应用前

发及界面设计出发，在长寿命、高稳定锌二次电池

件的吸光层的形貌对器件的光电转换性能和器件工

升器件光电转换性能的同时发展易形貌调控的器件

4

5

科研进展

科研进展

先进电池正极材料研究组揭示出下一代锂金属
电极的工作机制
先进电池正极材料研究组采用无损、原位同步辐射X射线三维断层扫描成像技术深入研究锂金
属电极在循环过程中的工作机制，揭示出使用三种不同方法修饰/保护的锂金属电极在循环过
程中仍然会发生不可逆的形貌转变。与此同时，在组成的对电池循环效率≥99%的情况下，枝
晶状微型结构的锂仍然会产生。

锂离子电池如今已被用于从手机到笔记本电脑
和电动汽车的各个领域，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锂
电池行业市场规模已达到820亿元。预计到2024年，
我国锂电池行业市场规模将超过1500亿元。进入21世

图1 新型受体设计策略

纪，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锂电池的能量
工艺，对发展大规模印刷工艺以及快速推动有机光

性的通过“一锅法”合成了主骨架不对称结构噻吩

伏的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并苯并二噻吩（TBD），该主骨架具有优异的电荷

青岛能源所先进有机功能材料与器件研究组近

传输能力和良好的分子平面性，有效改善了吸光层

年来致力于发展高效易加工材料体系，深入研究分

形貌，在多种材料体系中均展现出优异的光电性能

子设计策略对聚集特性的影响机制，并于近期取得

（Adv. Energy Mater., 2019, 9, 1802530）。以此开

了系列阶段性成果。一方面创新性地发展了新型分

发了多种不对称主骨架和三元无规共聚策略，有效

子侧链位阻策略，通过合理的位阻筛选，不仅在给

调控了聚合物的结晶性与分子堆积，光伏器件的填

体材料中得到了良好应用（J. Mater. Chem. A, 2019,

充因子可高达77%，同时该策略显著提高了无规共

7, 10505），而且还可通过分子侧链末端芳香基团

聚物的可重复性（Chem. Mater., 2019, 31, 6163），

的扰动，有效平衡了受体材料的结晶性和自聚性，
实现了吸光层中材料结晶性和共混性的和谐统一，
更容易获得理想的纳米尺度相分离形貌（图1），
基于受体（IDIC-C4Ph）的结果表现出比传统受体
更高的光电转换效率及填充因子，相关成果发表
在Adv. Mater. 2019, 31, 1807832。该体系还可优化
三元体系的分子堆积，进一步提升了器件的性能
（Adv. Funct. Mater. 2019, 29, 1903596）。另一方
面系统研究了主骨架不对称和无规共聚策略，开创
6

1平方厘米的电池器件性能超过10%。与此同时，
研究组还将TBD结构应用于受体小分子，亦可有效
调控吸光层的共混性（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
2019, 11, 44501）。
上述工作的开展加深了对吸光层形貌调控的
认知，为发展大面积器件印刷制备提供了有益的指
导。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两所融合基
金，中科院青促会等项目的大力支持。
（文/图 李永海 王迅昶 包西昌）

存储与使用寿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电极材料来看，目前商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
料为碳，其容量约为372mAh/g。与之对比，锂金属
负极的容量约为3860mAh/g，约为碳负极材料的10倍
有余。但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锂金属电极有锂
枝晶产生，由锂金属电极组成的锂金属电池，其库

图1 无损、原位同步辐射X射线三维成像技术研究锂金属电

伦效率低、循环寿命短。为解决这一问题，研究学

极工作机制

者提出各种方法来提升锂金属电极的使用寿命。虽
然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锂金属电池的循环
寿命（<800圈），但与商用锂离子电池的循环寿命
（~2000圈）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为更有效的解决锂
枝晶生长问题，提升锂金属电池的库伦效率、使用
寿命，亟需进一步加深对锂金属电极的工作机制的
理解。
青岛能源所先进电池正极材料研究组孙富博
士，采用无损、原位同步辐射X射线三维断层扫
描成像技术深入研究锂金属电极在循环过程中的
工作机制，研究对象为使用三种不同方法修饰/保

护的锂金属电极。无损、原位同步辐射X射线成
像结果显示，使用三种不同方法修饰/保护的锂金
属电极在循环过程中仍然会发生不可逆的形貌转
变。与此同时，在组成的对电池循环效率≥99%
的情况下，枝晶状微型结构的锂仍然会产生。此
项研究揭示了下一代锂金属电极的工作机制，也
极大加深了我们对锂金属电极工作机制的理解。
此项研究成果发表在电化学领域顶级期刊《ACS
Energy Letters》。
（文/图 孙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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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原文内容请点击：

Markotter, Yan Lu, Shanmu Dong, Shashidhara Marathe,

https://pubs.acs.org/doi/full/10.1021/

Christoph Rau, Xu Hou, Jie Li, Marian Cristian Stan, Martin

acsenergylett.9b02424

Winter, Robert Dominko and Ingo Manke, Morphological

Fu Sun, Dong Zhou, Xin He, Markus Osenberg, Kang
Dong, Libao Chen, Shilin Mei, Andre` Hilger, Henning

Reversibility of Modified Li-Based Anodes for NextGeneration Batteries, ACS Energy Lett. 2020, 5, 152-161
中科院青能所

先进储能材料与技术研究组开发出多体系硫化物
固体电解质及高性能固态电池

由武建飞研究员带领的先进储能材料与技术研究组近期成功开发出多体系硫化物固体电解质和
高性能固态电池，固体电解质的离子电导率达到10-2~10-4 S cm-1；锗系和卤族元素系固体电
解质已经实现了中试批量生产；固态电池常温1000圈0.5C容量保持70.05%，5C充电容量
保持率达79.28%，具有优异的循环和倍率性能。
图2 研究组在硫化物固体电解质和全固态电池方面取得的相关成果

全固态（硫化物）电池作为
推动社会和人类进步的一项前沿

的电池样品。三星、宝马、大众等企业也在固态电

生产；固态电池常温1000圈0.5C容量保持70.05%，

科技，被日本科学界列入能够与

池的布局上表达了积极的态度。目前，全固态电池

5C充电容量保持率达79.28%，具有优异的循环和倍

5G、人工智能齐头并进的研究行

在全球范围内都处于研发至中试的技术阶段。

率性能。研究组针对电极与固体电解质间的界面问

列。它凭借其高安全性、高能量密

含锗（Ge）硫化物固体电解质（2011年由日本

题进行了详细研究，为固态电池的放大生产提供了

度、耐高温、长寿命等优点，开创

东京工业大学，菅野了次教授发明）由于其独特的

理论依据和技术指导。下一步研究组计划逐步实现

性的解决了传统有机电解液电池存

三维网状晶体结构，锂离子可以沿C轴一维传导，从

软包电池大规模制备。

在的寿命短、易燃、易爆等一系列

而获得高达10-2 S cm-1的离子电导率，已经可以媲美

2019年研究组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

问题，成为造福人类的一项颠覆性

甚至超过液体电解质的离子电导率。由武建飞研究

作意向，协力推进硫化物固态电池在新能源汽车上

的突破技术。在新能源汽车急需提

员带领的先进储能材料与技术研究组长期致力于硫

的产业化发展，并获批2019年山东省重大国际合作

升续航里程的市场需求下，众多车

化物固体电解质及全固态电池的相关研究。近期成

项目，与日本的技术合作将进一步推进全固态电池

企纷纷投入全固态电池研发战场。

功开发出多体系硫化物固体电解质和高性能固态电

关键基础技术开发和商业化应用。

-2

日本丰田是全固态（硫化物）电池
开发的龙头企业，已完成中试阶段
8

-4

-1

池，固体电解质的离子电导率达到10 ~10 S cm ；
图1 多功能固态电解质应对高能金属基电池复杂性带来的挑战

锗系和卤族元素系固体电解质已经实现了中试批量

上述研究获得了两所融合等项目的支持。
（文/图 孙晓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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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分离与催化研究组开发出介孔材料改性的聚
酰胺复合膜

江河清研究员带领的膜分离与催化研究组利用氨基功能化的介孔聚合物作为填充材料，通过
调控介孔聚合物与聚酰胺基质之间的界面微结构，开发出具有较高水通量和高截盐率的纳米
复合膜。

作为水的快速传输路径，极大地提高了复合膜的渗透
-2

-1

H. Jiang, Microstr ucture regulation of polyamide

性能，在16 bar压力下，其水通量达55 L m h ；此外，

nanocomposite membrane by functional mesoporous

其功能基团与聚酰胺链之间良好的相互作用增加了二

polymer for high-efficiency desalination. J. Membr. Sci.,

者间的界面相容性，有效提高了复合膜的分离性能，对

DOI: 10.1016/j.memsci.2019.117783.

NaCl的截留率达98.7%。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Journal

2. X. Xu, S. K. Megerajan, Y. Zhang, H. Jiang,

of Membrane Science》期刊上（J. Membr. Sci., DOI:

Ordered mesoporous alumina and their composites based

10.1016/j.memsci.2019.117783）。

on evaporation induced self-assembly for adsorption

以 上 工作 得 到了国 家自然 科 学基 金 等 项目的

a nd cat a lysis. Chem. Mater., D OI: 10.10 21/acs.
chemmater.9b03873.

资助。
（文/图 张艳、宋向菊）

3. 一种羧基化介孔聚合物限域铝基金属有机框

相关发表论文和专利目录：

架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中国, 发明专利, 专

1. X. Song, Y. Wang, C. Jiao, M. Huang, G. Wang,

利授权号：ZL201510599842.8.

微生物代谢工程研究组揭示出丝状真菌天然产物
生物合成新机制

由于比表面积大和孔结构可调等特点，介孔纳

自组装方法并以嵌段聚合物为模板合成介孔氧化铝及

米材料在能量储存、气体分离、纳米催化等领域具有

其相关氧化物，并分析了该类介孔材料在吸附、分离

潜在的应用前景。青岛能源所江河清研究员带领的

和催化等方面的应用潜力。

吕雪峰研究员带领的微生物代谢工程研究组围绕丝状真菌天然产物基因组挖掘和生物合成机制
展开了系统的探索性研究，近期在土曲霉中发现了一种复杂、新颖的丝状真菌次级代谢产物合
成及调控机制。

膜分离与催化研究组前期围绕界面相容性调控这一

近日，研究人员尝试 将该类介孔材料引入到聚

科学问题，以功能化介孔聚合物为基底，利用金属有

酰胺反渗透复合膜中，希望进一步提高海水淡化的效

丝状真菌具有强大的次级代谢产物合成能力，

究，尤其是在土曲霉工业生产衣康酸和他汀类药物

机框架化合物（MOF）中的Al金属中心与介孔聚合物

率。前期研究表明在聚酰胺膜中引入碳纳米管、介孔

可以产生结构复杂多样、具有广泛生物活性的化合

方面做了大量应用导向的代谢工程研究工作（Microb

表面功能基团之间的配位作用，将纳米MOF限域在

氧化硅等纳米材料，可以提高复合膜的水通量。由于

物。目前，许多丝状真菌的次级代谢产物或其衍生物

Cell Fact. 2014a, 2014b；Metab Eng. 2017； Biotechnol

介孔聚合物孔道内，该类MOF表面的缺陷位点与CO 2

常见纳米材料与聚合物基质之间的界面相容性较差，

都已被开发成重要药物应用于临床中，包括青霉素、

J. 2018；ACS Synth Biol. 2019）。与此同时，该研

分 子间存在较强的相互作用，显著提高了MOF在低

在提高水通量的同时复合膜分离选择性会显著降低。

他汀类降血脂药物和抗真菌药物棘白菌素。探索丝状

究组还围绕丝状真菌天然产物基因组挖掘和生物合

压条件下的CO2吸附容量（J. Mater. Chem. A, 2018, 6,

针对这一问题，该研究团队利用氨基功能化的介孔聚

真菌次级代谢产物的生物合成机制，对于进一步挖掘

成机制展开了系统的探索性研究，于近期在土曲霉

17220）。近期该研究团队在《Chemistry of Materials》

合物作为填充材料，通过调控介孔聚合物与聚酰胺基

次级代谢产物资源和开发新型药物具有重要意义。

中发现了一种复杂、新颖的丝状真菌次级代谢产物

期刊上发表综述文章（Chem. Mater., DOI: 10.1021/acs.

质之间的界面微结构，开发出具有较高水通量和高截

青岛能源所吕雪峰研究员带领的微生物代谢

合成及调控机制，发表在Angew Chem Int Ed Engl期

chemmater.9b03873），重点介绍了利用溶剂挥发诱导

盐率的纳米复合膜。研究表明介孔聚合物的介孔孔道

工程研究组长期从事丝状真菌天然产物生物合成研

刊上（Angew Chem Int Ed Engl, 2020，DOI: 10.1002/

10

11

科研进展

科研进展

了功能分析，系统解析了该类化
合物的生物合成途径。同时，研
究人员还发现这两个独立的基因

科研助力抗“疫”：
青岛能源所将科研成果应用于消毒防疫

簇之间虽然存在空间距离，但是
存在一种由三个转录调控因子介
导的多层级转录调控，这使得它
们能够相互协调共同参与化合物
的合成。
这是首次在丝状真菌中解
析两个独立基因簇、四个核心
基因共同合成一个次级代谢产

青岛储能院通过具有离子导电性的聚合物涂层技术以及原位SEI调控技术，抑制锂粉化，显著
提升了锂金属电池的循环和安全性能，聚合物锂电池能量密度可达460Wh/kg以上。并且通
过对单体关键材料体系和极片结构体系的优化，解决了电池系统无法兼顾高瞬时输出功率以及
高续航能力的核心瓶颈问题。研究组将开发的聚合物锂金属电池搭载中型植保机，实现其续航
里程提高到三倍以上，远高于现有商品化无人机。

物，也是首次发现两个独立基
因簇在多层级的协同调控机制
图1 两个独立基因簇通过多层级转录调控协同合成目标天然产物

下共同作用。该发现对于研究
丝状真菌合成复杂化合物的生
物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为真菌
次级代谢产物生物合成途径解
析和新型天然产物基因组挖掘
提供了新思路。
该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等
项目的支持。
（文/图 黄雪年 唐慎）
文章链接：https://
onlinelibrary.wiley.com/

图2 提出的生物合成途径

anie.201915514）。

doi/10.1002/anie.201915514
1. Xuenian Huang#, Wei

丝状真菌次级代谢产物合成过程中一般是由核心酶（聚酮合酶

Zhang#, Shen Tang#, Suhui

PKS、非核糖体多肽合成酶NRPS和萜烯环化酶TCs等）负责合成化合

Wei, Xuefeng Lu*, Collaborative

物骨架，然后由其他辅助酶进一步修饰，这些酶的编码基因通常都集

Biosynthesis of a Class of Bioactive

中位于同一个基因簇内。该研究组基于化合物结构分析、转录组分析

Azaphilones by Two Separate

和体内基因敲除验证，发现由位于两个独立基因簇中的四个核心基因

Gene Clusters Containing Four

（1个还原型PKS、2个非还原型PKS和1个NRPS-like）共同参与负责合

PKS/NRPSs with Transcriptional

成一类含有6/6/6/6的稠环骨架（6/6/6/6 tetracyclic system）的新化合物

Crosstalk in Fungi. Angew Chem

近期，我国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该

的青岛储能产业技术研究院（简称“青岛储能院”）

azasperpyranones，这有利于增加化合物的结构复杂性和生物活性。在此

Int Ed Engl, 2020，DOI: 10.1002/

病毒传染性强，有效进行消杀做好防护工作，从而避

将最新研发的高能量密度锂金属电池应用于无人机

基础上，进一步通过体内基因敲除和体外酶学验证，对两个基因簇进行

anie.201915514

免病毒传播扩散成为重要环节。依托青岛能源所建设

上，使载重无人机续航时间达到1小时，从而提高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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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能源所第四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学科序列

今年1月，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简称ESI）公布的
最新数据显示，我所工程科学（Engineering）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学科序列。此

1

前，我所已经有化学（Chemistry）、生物与生化（Biology & Biochemistry）、材料科学
（Materials Sciences）3个学科进入ESI全球前1%学科序列。
ESI是由世界著名的学术信息出版机构美国科技信息研究所（ISI）于2001年推
出的，是目前国际上普遍用以评价高校、研究机构、国家/地区国际学术水平及影响
力的重要指标工具，也是判断学科发展国际水平的重要参照。ESI划分了22个学科
领域，通过论文数、论文被引频次、论文篇均被引频次、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和
前沿论文等6大指标，对全球所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SCI/SSCI数据库中近11年的论
文数据进行统计，分别排列出位居全球前1%的学科、研究机构等。我所也是ESI前
1%研究机构，位次是2352/6415（位次/单位数），处在所有进入ESI统计单位的百分
位是36.66%。一个学科能否进入ESI前1%，是衡量该学科是否具有世界一流水平
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衡量一个研究机构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复杂工况的工作能力，在青岛春天多雾天，易于形

显著提升电池内阻，无法满足高功率需求。此外，

成气溶胶的情况下，应用于整个园区外部尤其空中

高功率容易生成锂枝晶，给电池带来巨大的安全隐

消毒工作，为研究所正常复工提供保障。

患。青岛能源所董杉木等研究人员长期攻关锂金属

无人机在农业、军事、运输等领域发挥重要

电池，通过具有离子导电性的聚合物涂层技术以及

作用，因此无人机尤其载重无人机技术成为各国竞

原位SEI调控技术，抑制锂粉化，显著提升了锂金属

争的热点。其中载重型植保无人机因升空、加速或

电池的循环和安全性能。目前聚合物锂电池能量密

急停时需要提供极高的功率，对电池的性能要求很

度可达460Wh/kg以上。另外，值得强调的是通过对

高。鉴于目前商品电池的性能，目前载重型无人机

单体关键材料体系和极片结构体系的优化，解决了

续航里程十分受限，通常在满载情况下只能维持

电池系统无法兼顾高瞬时输出功率以及高续航能力

5-15分钟，影响作业效率。当前如何在保证高输

的核心瓶颈问题。青岛能源所将开发的聚合物锂金

出功率的前提下，提升续航里程，仍然是亟待解决

属电池搭载中型植保机，实现其续航里程提高到三

调研会上唐波首先肯定了山东能源研究院的进展情况，随后指出山东省

的瓶颈问题。提升续航里程首先需要提高电池的能

倍以上，远高于现有商品化无人机。该工作极大的

省委非常重视山东能源研究院建设，希望研究院切实加大建设工作推进力度，

量密度，目前二次电池体系中，能提供最高能量密

提升了无人机的工作效率，同时极大的拓展了无人

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中科院和省委省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一手抓好疫

度是锂金属电池。而载重型植保无人机中，采用锂

机的应用场景，未来有望在疫情防控、近海监测、

金属电池实现增程极富挑战。这是因为锂金属负极

孤岛运输等方面发挥更大的应用价值。

在大电流高面容量循环中会产生严重的粉化，从而
14

山东省科技厅厅长唐波一行调研山东能源研究院

2

3月21日，山东省科技厅党组书记、厅长唐波一行调研山东能源研究院
进展情况。山东能源研究院副院长、青岛能源所党委书记彭辉对唐波一行来
所调研表示热烈欢迎，对省科技厅长期以来指导和支持表示感谢；并在调研
会中详细汇报了近期以来山东能源研究院的建设进展和下一步工作计划。

（文/赵娜 图/辛云川）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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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防控的同时，也要按照筹建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研究院建设方

李刚表示，山东能源研究院依托青岛能源所建设，有良好的发展基

案，倒排工期，细化完善时间表、路线图、责任制，确保各项工作按时推进，确

础，青岛能源所作为三方共建的新型研究机构，本身从管理理念与体制

保研究院新园区10月开工建设；希望研究院进一步明确发展定位，紧跟国际形

机制方面均有所创新，必将为山东能源研究院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下一步

势，对能源行业发展做出分析研判，及时调整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统筹制定

青岛市发改委会积极与研究所就重大项目的推进工作进行对接，继续为重

好“十四五”发展规划和中长期规划；希望研究院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用灵

大项目提供支持保障，当前要加速研究所“特种生物材料关键技术研发中

活的体制机制实现价值最大化，争创“政产学研金服用”高度融合的具有国际

心”项目建设，简化程序，确保尽快实施。

水平的新型研发机构；希望研究院打造一支高水平专业化的人才队伍，构建有
利于人才集聚和成长的制度体系与发展环境，建设成为新时代能源领域高端人
才汇聚的凹地；希望研究院不断完善创新链条，面向山东能源产业发展需求，
着力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中试和产业化之间通道，构建科技创新生态体
系、中试与产业化配套服务体系、成果转化的金融支持体系，不断催生新技
术、新产业，为我省乃至我国的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山东省科技厅党组成员、青岛国家海洋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李储林，山
东省科技厅人事处处长祝恩元，规划处处长梁恺龙，高新处处长陈成刚，办
公室副主任马文哲等，青岛市副市长耿涛，市科技局副局长宋长虹，市科技
局副巡视员高杰，崂山区副区长黄应胜等陪同调研。研究所党委副书记、纪
委书记冯埃生，党委副书记许辉，所长助理，研究室主任及各处室负责人参
加此次调研活动。

4

山东省科技厅现场考察山东省合成生物技术创新
中心

3月28日，山东省科技厅副调研员尹承山一行现场考察山东省合成生物技
术创新中心。
青岛能源所副所长、山东省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吕雪峰对尹承山
一行来所考察表示热烈欢迎，对省科技厅长期以来指导和支持表示感谢。尹
承山一行考察了分析测试装备实验室、生物合成中试放大实验室、能源作物
分子育种实验室、单细胞拉曼分选仪器装备实验室，并听取了吕雪峰关于技术

青岛市发改委主任李刚调研青岛能源所

3月6日上午，青岛市发改委主任李刚率高技术处处长李海燕、投资处副
处长高见一行赴青岛能源所调研。研究所党委书记彭辉、副书记许辉、所长
助理陈骁及综合管理处、财务资产处、科技处负责人等参与了调研活动。

创新中心建设进展和下一步工作计划。

3

尹承山等专家肯定了技术创新中心的进展情况，并指出技术创新中心要
重视产业转化，希望创新中心切实加大基础科研向产业的转化力度，在保证
完成建设规划上的指标的基础上，增强在创新中心的技术效益与社会效益
方面的贡献。
此次调研活动的成员还有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第五三研究所总工程师杜华

彭辉对青岛市发改委一直以来的支持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并简要介绍了

太，济南大学电气与自动化学院院长崔焕勇，山东信鑫会计师事务所高级会计

研究所与山东能源研究院发展前景。科技处处长梁向峰、综合管理处处长滕

师王登鏖等；研究所所长助理兼研究室主任徐健研究员、代谢物组学研究组

晓龙先后汇报了山东能源研究院、青岛新能源山东省实验室等重大项目、青

组长崔球研究员、分子微生物工程研究组长李福利研究员、能源作物分子育

岛先进光源、山东能源大数据中心、微生物组探测等大科学装置、以及“特

种研究组组长付春祥研究员及管理部门等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种生物材料关键技术研发中心”项目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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崂山区副区长黄应胜一行来所交流
2月20日下午，崂山区副区长黄应胜带领区科创委、区自然资源局等部门有

5

战“疫”在一起丨青岛能源所抗击新冠肺炎在行动

关负责人员一行为推进山东能源研究院建设，以及崂山区与研究所全面合作专
程来所研讨交流。研究所党委副书记许辉及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处、综合管理
处、科技处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参加研讨交流。
座谈会上，许辉对黄应胜一行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对崂山区为研究所发展
提供的支持表示由衷的感谢。结合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的发展战略和机遇，重
点介绍了研究所依托中科院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承担山东能源研究院建设的
有关情况和最新进展，希望研究所与崂山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把握机遇、深
入合作、实现多赢！黄应胜对研究所建所以来为崂山区发展做出的成绩和贡献
表示衷心的感谢，介绍了此次来访的主要目的是代表区政府认真落实支持山
东能源研究院建设、与研究所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并建立对接沟通机制、推动崂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党委把疫情

调研查看各项准备和防疫工作，进一步明确研究所上班

防控作为当前重大政治任务，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后各项防疫工作部署，切实做到防疫工作和恢复科研工作

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

“两到位，两不误”。

精神，贯彻落实中国科学院党组、山东省疫情防控工作要
求，广大党员干部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走在前、作表率，各
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
的先锋模范作用，凝聚起群防群治群控的强大合力，让党
旗在防控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建立工作机制，压实工作责任

想基础。党委向全所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发出倡议，号

“两个维护”，从思想上认识此次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
要性和艰巨性，切实增强疫情防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

建和项目两条主线开展紧密协作、加快各项工作的推进。

青岛市科技局党组成员于炳波一行来所调研

充分的信心和高度的共识是取得战“疫”胜利的思

召全体职工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山区产业规划与研究所科研布局有效结合并实现先进成果就地转化的有关工
作部署。最后，双方经过深入研讨明确了下一步将重点围绕山东能源研究院基

凝聚思想共识，确立必胜信念

疫情就是命令，责任重在落实。有效的组织是做好

感，提高全所抗战疫情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确立打赢“战

防疫工作的基础。研究所党委贯彻落实《中国科学院应

疫”的必胜信念。通过各党支部微信工作群，向全体党员

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机制方案》要

及时传达党中央、院党组、研究所关于防控疫情的各项

求，第一时间迅速成立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
全所应对疫情工作。党委制定了《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
源与过程研究所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

6

3月4日，青岛市科技局党组成员于炳波一行4人来所调研。研究所党委书

作方案》，明确党委主体责任，建立了全所防控策略，疫情

记、副所长彭辉出席交流座谈会。研究所科技处、先进储能材料与技术研究组

防控相关的工作规定、应对预案和重大措施，统筹协调和

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参加交流。

指导各部门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分管领导按照职责分工

座谈会上，彭辉代表研究所对于炳波一行来所调研表示热烈欢迎，对市
科技局对研究所的长期支持表示感谢。彭辉表示，青岛能源所正处于山东能源
研究院的关键启动时期，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着力打造交流合作的平台，未
来必将为青岛市的发展注入更多的科技与国际化元素。
科技处处长梁向峰介绍了研究所科技布局和代表性成果，山东能源研究
院的建设任务、重要进展以及国际科技合作工作整体情况。
于炳波听取了研究所对外交流合作的进展与需求，并建议研究所进一步
挖掘国际合作亮点，提升合作层次，纳入国家国际科技合作的重点推动工作序
列，以更好推动我市的科技发展。

分头负责，靠前指导，以党员干部为核心细化工作方案，
明确工作责任，严抓举措落实，为做好防疫工作提供了坚
强的组织保障和工作落实责任体系。按照《中共中国科学
院党组关于加强党的领导在防控疫情斗争中充分发挥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作用的通知》，党委制订《防控工作
党组织联络值守机制方案》，从所党委、党委办公室、各
党支部三个层面落实责任和分工。党支部书记积极承担
责任，配合部门行政负责人落实好各项部署安排，做实做
细各项防控措施。2月10日，春节假期后上班第一天，党委
组织专题党委会，听取职能部门防疫工作汇报并到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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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部分职工，以学生和职工所在支部为单位，密切与他们
交流沟通。对于出现身体不适的职工，管理部门党支部采

停课不停学——疫情之下的“青能”研究生

取集中购买药品、上门测量体温等方式，解决职工出行不
便的困难。对于个别留学生产生焦虑情绪，急迫回国的情
况，能源应用技术党支部指派专人对学生进行情绪疏导。
研究生党总支为全体研究生建立了心理咨询的平台，对处
于湖北地区的学生，研究生部党总支指定专人进行定期联
系，点对点沟通，随时掌握他们的状况。五是进行优化工
作流程，充分利用ARP系统进行网上审批，确有当面签批
精神和要求，各支部配合管理部门随时掌握本支部党员

的文件，由相对固定人员转递。对宿舍管理、出行防护、外

和职工的健康状况，利用微信群、朋友圈、公众号等平台

来人员车辆管理、招聘入职、出访来访、项目申报与评审、

及时、快捷、准确宣传防控信息，普及疫情防控知识，坚

工程管理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

决抵制谣言散布。所工会、所团委也发出倡议，号召全所
职工、团员提高政治觉悟、坚定信念、积极防控、发挥专

守初心担使命，发挥党员模范先锋作用

长，众志成城，共抗疫情。
丹心向党，冲锋在前。广大党员积极投入到全所防控

凝聚所有力量，构筑防控防线

自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青岛能源所党委对

师、团队秘书等及时互通信息，导师给学生布置可以假期

研究生防疫工作做出了一系列周密细致的安排。研究生

在家做的工作，虽不能当面指导，也能够隔着屏幕密切沟

党总支贯彻落实所党委要求，党总支书记带头，各学生

通，让研究生们安心居家科研。此外，研究生党总支还借

党支部、学生会、研究生教育主管相互密切配合，通过微

助网络平台为学生们寻求专业的心理服务，借助中国科学

信群、QQ群掌握每一名学生的情况和动态，全面摸排、

院大学、青岛广播电视大学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等开展远

精准掌握全体学生的健康状况，特别是用心做好湖北籍

程心理援助，在做好研究生学业教育的同时，确保学生们

学生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加强对假期留所学生的管理和

在疫情当下的心理健康。

关心。为保证研究生学业任务的顺利完成，疫情期间青能

目前武汉刚刚“解封”，毕业年级的学生们也陆陆续

所上下同心，坚持“停课不停学”，通过建立学生防疫工

续回到了青能所熟悉的工作和学习生活中来，让我们一起

作微信群方便办公室、综合管理处、人事教育处、学生导

来看看青能所的“研究僧”们是怎样度过这个假期的吧！

一线，管理部门党支部党员坚持春节期间在岗值守，各司
其职，为落实研究所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撑保障。

面对严峻复杂疫情形势，青岛能源所各级党组织和

上班开始，以管理部门党员为骨干，组成服务保障工作小

各部门坚决落实各项要求和防控措施，同心协力，构筑起

组，开展入所人员体温检测、园区管理等。根据疫情防控

抵御疫情的严密防线。一是做好登记排查，以各部门、研

要求，春节假期后研究所执行轮班工作制期间，各部门党

究组为单位，高效完成对曾到过湖北武汉等疫区人员的信

员干部优先承担本部门的值班任务。研究所发布了组织

息核查，及时掌握职工学生假期去向，明确春节后返岗职

开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应急科研攻关的通知，号

工情况，及时向分院、院、青岛市有关部门报送信息。二是

召科技工作者积极响应党中央、院党组和所党委号召，开

突如其来的疫情，这个我至今都记不全名字的病

做好防控措施，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应急预案，积极筹措防

展“战疫”科研攻关工作，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响应策划

毒，这个我不知道究竟是以蝙蝠还是穿山甲为中间宿主

护用品等应急物资；严控各类会议、活动审批，实行在岗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科研攻关项目，使用仿生与固

的病毒，确实将我、将许多人困在家中许久，我们不能

此刻我们确如受困笼中的囚鸟，如忌惮猛兽蜷缩

人员身体检查，严格履行体温测试、登记程序；针对后勤

态能源系统研究组研制的高能量密度锂金属电池的中型植

结伴出游，不能走亲访友；不敢张罗一桌酒菜，邀三两

棚室的牛羊，但是我们确也享受着一段难得可贵的假

保障工作制定安保、保洁和餐厅等八个方面的专项疫情防

保无人机对研究所园区进行了全面的空中消毒作业和园区

亲朋，推杯换盏、大快朵颐；不敢筹划一场聚会，唤

期，我们难得有了充足的时间与家人促膝谈心；我们切

控措施，加强后勤人员的个人防护和作业防护。三是按照

巡查工作，保障研究所春节假期后顺利复工。

七八好友，把酒言欢，共度良宵；相恋之人不得相见，

实感受到了几份友情的可贵；我们抛却琐事，全身心沉

@2019级刘鑫（党员）：劳逸结合，度过
寒冬

当你我不再一味谩骂贪食野味之人，不再不停埋怨贻误
抗疫战机之人的时候；当举国上下开始蜗居家中，一批
批医护人员暂别家人奔赴抗疫前线的时候；当一车车救
灾物资汇集湖北的时候；当人们陆续返回生产一线，师
生重聚于网络课堂的时候……

山东省委防疫工作部署，所党委集体决策，推迟学生开学

疫情防控是党员干部实践初心使命、体现责任担当

所爱之人如隔山海；又有几多异乡人规划一年的归乡之

浸下来细读文献、对接下来的学业做好规划；我们也在

时间，并要求导师充分利用网络等新媒体加强对学生的指

的试金石和磨刀石。青岛能源所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途付诸东流；就连以往让人头痛的开学、复工，都让人

学业之余细品几本好书，欣赏几部精彩电影，习得几道

导。加强返青职工管理，对外省返青职工严格执行居家14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和院党组决策

翘首期盼。

美味小菜……

天隔离。及时调整科研工作计划，实行弹性工作机制。管

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科学防控，坚持统一领导、统一指

2020年如约踏入寒冬，却未按时迎来暖春，这个

凛冬将逝，山花烂漫时，你我必将携手同游，彼

理部门推行错峰上岗、居家工作、网上办公。四是关爱职

挥，举全所之力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贡

庚子年的开端有太多不尽人意。但是，无不可逾越的寒

时，我们脚下是漫漫坦途，前方是繁花锦簇，眼中是浩

工，加强心理疏导。对于假期期间在研究所住宿的留学生

献力量，和全国人民一起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冬，也总有姗姗来迟的初春，绵绵春风确已徐徐吹来，

瀚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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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老师时常督促我们，这么长的假期给予了我
们充足的时间去阅读、思考，希望我们能好好利用。我

也希望疫情早些结束，与同学们相聚雁栖湖国科大校
园，继续学习及科研之旅。

@2018级谢玉曼：科研科普两不误
对于我们中科院的研究生来说，假期在家的
学习时间当然是以看文献为主，不过我这一次趁着
上网课的日常

放假也尝试了一下写科普文章。科普和科研一样重
要，尤其是这一次疫情爆发，只有大家都认识到了

@2019级于善玉（团员）：在网课中获取知识

切。在课上同学们更加积极的提出问题，再也不会有坐在

病毒的厉害和隔离的必要性，才能更快地控制住疫

教室后排听课效果不佳的问题，课程网站的课程回放功

情的蔓延，这时候科普工作就是必不可少的。所以

这次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重大影

能更是极大地帮助我更好地回顾课程知识，课程网站文

我也希望能在科普工作方面尽自己的一份力，让更

响，打乱了大家的生活节奏，也打乱了我们研一新生的学

献获取功能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在家进行一些文献

多的普通人了解科学。

习安排。

学习阅读变得更加方便，这些都将更好地助力我们进行

从一开始2月17日网课开通之前那种迷茫，到开通网

科研工作。

除此之外，宅家期间当然也要适当运动，作为一
个平时喜欢蹦蹦跳跳的人来说，舞蹈是让我身心愉悦

课之初的不适应，到现在这个阶段逐渐发现和老师们隔

作为一名普通的研究生，我要感谢我们的祖国对于

的最好良药。当然，偶尔看看课外书、学学外语，也

着屏幕虽然少了以前熟悉的感觉，但是大家聊得内容反

疫情的及时控制，感谢全国医务人员的坚守与奉献，感

可以度过一个宁静的下午。假期虽长，却无法阻挡我

而更多更加深入了。我们在课上探讨专业问题，在课间的

谢国科大的老师与课程网站的开发和维护人员的辛勤工

们努力的脚步！

休息时间会听到助教师兄推荐的音乐，会和老师聊起我

作……我相信学好基础课程、多多阅读优质文献、将来

们国科大的历史，这一切都让居家学习的我感到充实又亲

做好科研工作，就是我们对祖国和社会最好的回报。

@2018级憨振宇：阅读使我快乐
@2019级郑可（预备党员）：工作总结不
能停

易，尤其是在家中自主学习，更需要自我管理。
我所在的绿色化学催化研究组要求每位成员每周

这么长的假期，做的最多的事就是看书了，《三

进行工作总结和汇报，要在工作中发现问题并找到针对

体》第二部、第三部，《当世界无法改变时改变自

由于今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我已经封闭在家

的解决方法。对于我这样一个科研新手来说，这个过程

己》、《心静的力量》、《人性的弱点》、《少有人走

两个月了。春节期间，我还处于放飞自我模式，每天过

并不容易。就文献阅读来说，很多陌生词汇、未知领域

的路》、《亲密关系》、《和岛猫一起散步冲绳》一本

的自由散漫。二月中旬，国科大远程课程学习的开始，

都需要去学习掌握，这就需要加强自我管理，让自己稳

本看完，整个人都变得更加充实。当然，文献的阅读和

就像发令的哨声，告诉我们假期已经结束，真的需要

的住、静下心、多思考，我相信，这也是一场自我提升

总结也不能少，白天学习读书，晚上陪父母做家务、做

“跑起来”了。要从散漫的日子迅速收心回来并不容

的修炼。

美食，生活平淡且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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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级赵久龙（党员、生物能源研究室研
究生党支部宣传委员）：在家也要专心科研鸭
这个假期开始之前，我还像往常一样，归心似箭。不
同的是，大家回家的路上都备好了口罩，我们之前还跟
湖北的同学开玩笑说，你回去了万一回不来可就麻烦了。
万万没想到，这句玩笑话把所有同学都困在了家里。没有
尽头的史上最长假期让我第一次在家产生了学业上的焦
虑。刚回来没几天，武汉就封城，家里也开始了“禁足”
行动，过年一开始的吃喝玩乐还好不惬意，但是一次又一
次的延长开学时间和最后的“提前通知”让我知道，等待

时刻关注课题组工作群动态

开好网上党小组会议和支委会议

超市买菜路遇盛开的玉兰花

@2017级李颉（党员、生物能源研究室研究生

返校之后再开展学习已经不可能，于是开始准备在家科

除了写文章和读文献，党支部的工作也在有条不紊

研。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首先装配好了自己的工作

地进行，按照党总支的部署，通过微信会议等线上形式确

环境，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

保“三会一课”的按时开展，让支部的学生党员们在家也

由于我现阶段的实验没有需要特别连续性地去做，

能一起交流，共同学习。

目前主要是写文章和看文献，无法返校对我的影响还算

虽然写文章读文献需要花掉大量的时间，但是我还

较小，但是要在家里学习也做到专心和高效，实在是一

是希望能够抽出时间来多学点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比如R

大挑战。为此，我尽力保持所里的作息，每天上午学习3小

语言、Python编程等等。最后希望国内外疫情早日得以控

时，下午4小时，晚上1小时，定期向导师做邮件工作汇报，

制，我们也能尽早返回研究所完成学业，祝各位同学和我

督促自己保证学习进度不落后。

自己在家同样能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

党支部书记）：与科研“相爱相杀”
受疫情影响，我们经历了史上最长寒假。这个相当特

@即将毕业的博士生师姐：准备毕业啦

殊的寒假，让我们不得不宅在家里。但是，我们甘当一只
好吃懒做的“米虫”吗？答案当然是：NO!

六月份即将毕业，最关心的是毕业有关的事情，因

首先，作为科研人，不能忘本！在家也要雷打不动工

此疫情期间在家仍然坚持在导师的指点下修改毕业论

作汇报，与导师保持联系，不忘与科研“相爱相杀”。

文、准备答辩时要用的PPT。
“失业”在家，找工作则是

另外，我作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尽心尽力做好党

另一个关注点，感谢国科大在疫情中多次为我们准毕业

支部工作，召开线上会议、与支部党员谈心、共同学习总

生提供了空中双选会，虽然双选会中适合我自身专业的

书记最新讲话精神，一个都不能少！

岗位不多，但我仍然在积极寻找中。除此之外，每天在家

当然，坚信运动成就“壮汉”的我，每天少不了伸胳

的我偶尔也会看看网络课程，补补忘记的或者之前没有

膊抬腿，经常主动要求去离家最近的超市帮家里人买菜，

时间学习的专业知识。疫情期间保持愉悦的心情也很重

美其名曰：强身健体！
“希望美好的事情每刻都在发生，希望不幸的阴影全部都

要，虽然不能出门，但是可以选择云出门，在家看一些户

散去，希望我们永远都对生活抱有最大的期待，春天，就

外综艺节目和电视剧，替代一下自己的出门愿望。

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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