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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基材料组群首次实现乙酰丙酮的生物合成
生物基材料组群研究人员设计了以葡萄糖为原料的乙酰丙酮生物合成途径（图1）。通过在大肠
杆菌体内引入关键酶、改变外部环境等措施，成功扭转了降解过程，实现了乙酰丙酮的从头生物
合成。

图2 突变前后Dke1的结构变化示意图（a为野生型，b为突变型）

赵广，冯新军，咸漠，周怡斐，高文杰. 一种生产

年创新促进会等项目的支持。
（文/图 冯新军）
Yifei Zhou, Yamei Ding, Wenjie Gao, Jichao
Wang, Xiutao Liu, Mo Xian, Xinjun Feng*, Guang
图1 本研究提出的乙酰丙酮生物合成途径（实线代表合成途径，虚线代表降解途径）

Zhao*. Biosynthesis of acetylacetone inspired by its
biodegradation. Biotechnology for Biofuels, 2020, 13:88.
https://biotechnologyforbiofuels.biomedcentral.com/

乙酰丙酮是一种重要的有机合成中间体，广泛应

点突变后获得了一系列突变体，双突变株K15Q/A60D的

用于贵金属萃取、树脂改性等方面，还可以作为燃料添

催化活性比野生型提高了3.8倍。在双突变株催化下，乙

加剂、染料中间体等。传统方法主要是以石化来源的丙

酰丙酮在摇瓶水平的产量为116mg/L，5L发酵罐水平的

酮和乙烯酮为原料，需要利用贵金属催化剂，在强酸高

产量达到556mg/L。利用结构模拟和分子对接，发现双

温条件下获得乙酰丙酮，存在条件苛刻、收率较低、易

突变酶催化活性中心的通路体积有显著增加，进一步揭

产生污染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乙酰丙酮的进

示了突变引起酶活性提升的可能机制。除了乙酰丙酮，

一步应用。为了解决以上问题，青岛能源所生物基材料

Dke1被证明可作用于2,4-辛二酮、2-乙酰基环己酮、3,5-

组群研究人员实现了通过生物合成的方法来获得乙酰

二庚酮等多种β-二羰基化合物，本研究的结果也为这一

丙酮。

类物质的生物合成提供了可能。

约翰逊不动杆菌体内存在一种乙酰丙酮裂解酶

相 关 工作已于 近日发 表 于 B i o t e c h n o l o g y f o r

（Dke1），该菌利用Dke1可以将乙酰丙酮降解为乙酸和

Biofuels期刊，并申请了多个发明专利。本研究成果

甲基乙二醛。受此启发，研究人员设计了以葡萄糖为原

是目前公 开的乙酰丙 酮生物合成的首次报 道。值得

料的乙酰丙酮生物合成途径（图1）。通过在大肠杆菌体

一提的是，4位审稿人在审稿意见中分别用“a novel

内引入关键酶、改变外部环境等措施，成功扭转了降解

idea ”、
“promising novel work”、
“sufficiently novel to

过程，实现了乙酰丙酮的从头生物合成，诱导24h后产量

warrant publication”、
“the acetylacetone is produced

为32mg/L。为了进一步提高产量，通过与已知或推测具

biologically for the first time which is meaningful for its

有乙酰丙酮裂解酶功能的蛋白进行比较，研究人员深入

green biological manufacturing ”等评语强调了本研究

分析了Dke1的氨基酸序列和三维结构，确定了可能会影

的创新性和重要性。

响Dke1催化活性的氨基酸位点，对这些潜在位点进行定
2

该工作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青

articles/10.1186/s13068-020-01725-9

乙酰丙酮的重组菌及其 构建 方法和应用。申请 号：
201810865467.0
咸漠，冯新军，周怡斐，赵广. 一种胞外酶反应生成
乙酰丙酮的方法。申请号：201910464183.5
冯新军，周怡斐，咸漠，赵广. 一种提高乙酰丙酮合
成效率的乙酰丙酮裂解酶突变体、核苷酸、表达载体、
重组菌及应用。申请号：202010221306.5

分子微生物工程研究组首次阐明合成气制备生物
燃料乙醇的能量代谢机制
李福利研究员带领的分子微生物工程研究组与中科院上海植生所顾阳研究员以及山东大学微生
物重点实验室的王书宁教授通力合作，阐明了合成气利用的模式菌株永达尔梭菌合成乙醇的能
量代谢调控机制、关键途径与回流机制，乙醇产量和产率的提高大大推动了合成气生物转化的
规模化应用。

2017年9月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财政部等

推广使用车用乙醇汽油，到2020年基本实现全覆盖。

十五部委下发了《关于扩大生物燃料乙醇生产和推广

当前我国生物燃料乙醇产量仅占汽油消耗量的2%左

使用车用乙醇汽油的实施方案》，提出在全国范围内

右，若实现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E10乙醇汽油，则燃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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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催化转化研究组开发出新型单原子分散配位
不饱和铜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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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勇研究员带领的低碳催化转化研究组开发出一条简便、经济、高效的高温热解制备方法，以
廉价且环境友好的水热碳和储量丰富的Cu(NO3)2为原料，在氮气气氛下高温热解即可制得高
度单原子分散、以配位不饱和Cu-N2为活性中心的铜催化剂。该催化剂具有高比表面积、多级
孔结构，N和Cu的负载量分别可达5.44和1.28wt%。





Stationary
phase

近十年来，储量丰富、生物兼容性好、环境友好的
非贵金属氮掺杂碳材料 (M-N-C, M = Fe、Co、Ni、Cu等)
图1 永达尔梭菌转化合成气生产乙醇的代谢机制简图

图2 永达尔梭菌转化合成气生产乙醇的阶段进展图

在能量存储转化和催化领域受到了广泛关注，被视为潜
在的贵金属替代材料。目前普遍使用的高温热解策略不
可避免地导致所制备的M-N-C材料中结构异质性，如
原子分散的M-Nx物种和含金属纳米颗粒。这不仅降低
了金属原子的利用率，也增加了对催化活性位点研究的

料乙醇缺口超过1000万吨。《方案》同时也指出其实

关键途径与回流机制。基于此，通过设计新型的气液

难度。为了获得单一活性物相组成的M-N-C，酸洗、化

施的基础和前提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避免出现

发酵装置，使醇产量提升到50g/L，产物组成以产酸

学刻蚀等后处理方法常被用来除去体相中的金属纳米

“与民争粮，与粮争地”等问题。因此，对于我国这

为主转变为产醇为主（图2），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

颗粒，使得整个合成复杂化、对环境不友好且容易造成

样一个人口众多、石油资源有限的大国来说，开发非

微生物领域著名期刊Frontiers in Microbiology和Applied

M-Nx位点结构的破坏。

粮的乙醇生产原料与生产技术具有战略意义与现实意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上，乙醇产量和产率的

义。合成气（syngas）是主要由氢气、一氧化碳和二

提高大大推动了合成气生物转化的规模化应用。

近日，青岛能源所杨勇研究员带领的低碳催化转
化研究组开发出一条简便、经济、高效的高温热解制

氧化碳组成的混合气。合成气来源广泛，煤化工、

该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国科学

备方 法，以廉 价且环境 友好的水热碳和储 量丰富的

钢铁工业、石油炼厂等生产过程中产生大量合成

院、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Cu(NO3)2为原料，在氮气气氛下高温热解即可制得高度

气，农林废弃物通过气化也可制得合成气。由于其

公司的资助。

单原子分散、以配位不饱和Cu-N2为活性中心的铜催化

易得性，使合成气成为一种极具潜力的可持续能源

（文/图 刘自勇）

与化工生产原料。大量的原料和巨大的需求之间缺

1. Zhu HF#, Liu ZY#, Zhao X, Yi JH, Lun ZM, Wang

少高效转化技术是目前阻碍生物燃料乙醇大规模应

SN, Tang WZ*, Li FL*.2020.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该催化剂成功实现了以空气为氧化剂、无碱无配

用的基本国情。

carbon flux distribution during fermentation of CO or H2/

体条件下高效催化末端炔烃的Glaser-Hay氧化偶联反

CO2 by Clostridium ljungdahlii. Front Microbiol 11. doi:

应从而合成重要医药、材料中间体(非)对称1,3-二炔化

10.3389/fmicb.2020.00416

合物。重要的是，该催化剂可以实现不同末端炔烃间

青岛能源所李福利研究员带领的分子微生物工
程研究组长期致力于燃料乙醇的生物合成研究。近

剂。该催化剂具有高比表面积、多级孔结构，N和Cu的
负载量分别可达5.44和1.28wt%。

日，该研究组与中科院上海植生所顾阳研究员以及山

2. Zi-Yong Liu, De-Chen Jia, Kun-Di Zhang, Hai-

任意组合高效高选择性地合成(非)对称芳基-芳基、芳

东大学微生物重点实验室的王书宁教授通力合作，阐

Feng Zhu, Quan Zhang, Wei-Hong Jiang, Yang Gu*,

基-烷基、和烷基-烷基1,3-二炔类化合物，底物范围

明了合成气利用的模式菌株永达尔梭菌（Clostridium

Fu-Li Li*. Ethanol metabolism dynamics in Clostridium

宽，官能团耐受性强，催化剂结构和性能稳定性好。该

ljungdahlii）合成乙醇的能量代谢调控机制（图1）。

ljungdahlii grown on carbon monoxide. Appl Environ

催化剂的开发极大改善了目前非对称1,3-二炔化合物

通过基因敲除和碳13同位素标记，阐明了乙醇代谢的

Microbiol. 2020, doi:10.1128/AEM.00730-20.

合成方法中存在的一方底物大量过量、催化活性低、底

4

图1 单原子分散配位不饱和铜催化剂合成路径和表征结果

图2 单原子Cu催化剂催化末端炔烃Glaser-Hay偶联反
应示意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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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范围窄、选择性差等问题，被审稿人评价为该领域

acsami.0c05100）。文章第一作者为青岛能源所硕士生

明了一系列单细胞拉曼分选技术与装备（RACS-Seq;

的一个重要突破(the results are definitely interesting and

任鹏，通讯作者为杨勇研究员。

Biotechnol Adv, 2019; doi: 10.1016/j.biotechadv.2019.04.010）。

represent an advancement to the field)。
除此之外，本研究还通过大量的控制实验，并结

上述研究得到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和英国皇家学
会“牛顿高级学者”基金的资助。

光谱来从菌群样品中直接识别和分选特定代谢功能的
（文/图 任鹏）

合理论计算构建了催化剂与活性间的构效关系，揭示

RACS-Seq技术家族的工作原理均为，基于单细胞拉曼
细胞，进而与核酸提取、扩增和测序对接，从而深刻理

了催化剂高活性和高选择性的原因。研究表明，低N配

相关发表论文和专利链接：

解菌群中“谁在做什么？如何做？”。其中的RACE-Seq

位的Cu-N2结构对末端炔具有优先吸附作用，并与碳载

1. Ren, P.; Li, Q.; Song, T.; Yang, Y.,* Facile

技术将菌群细胞风干后、在弹射芯片表面平铺成单层，

体上吡啶N位点“协同作用”，促进末端炔烃的去质子

Fabrication of Cu-N-C Catalyst with Atomically Dispersed

逐一采集拉曼光谱后，采用另一束激光将目标拉曼光谱

化并生成关键中间体Cuδ-acetylide，提高了反应的活性

Unsaturated Cu-N2 Active Sites for Highly Efficient and

的细胞从芯片表面弹射到接收芯片的小孔中，进而在小

和选择性。

Selective Glaser-Hay Coupling. ACS Applied Materials &

孔中进行核酸扩增和测序文库制备。但是，在已发表的

的测试表明（每个MDA体系含2~5个弹射出的细胞），二

Interfaces 2020

RACE-Seq应用于人体或环境菌群分析的工作中，单细

代技术可将MDA反应的成功率从58%提高到 90%，而将

本研究工作不仅为制备原子分散的M-N-C催化剂

图2 针对二代RACE-Seq设计的菌群单细胞拉曼弹射耦合
核酸扩增试剂盒

提供了一种新的合成方法，而且为合成(非)对称1,3-二

（https://doi.org/10.1021/acsami.0c05100）

胞基因组测序的覆盖度普遍很低（很少超过20%，大多

MDA产物16S扩增成功率从0%大幅提升至83%。基于这

炔化合物开辟了一条绿色高效的合成路径。

2. 杨勇，任鹏，宋涛。一种生物质基碳材料负载单

在10%以下），同时其完整流程的成功率也不高，以致于

些优点，单细胞中心开发了RACE-Seq试剂盒（图2），以

原子铜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和用途，中国，发明专利，

通常需要把几个乃至几十个细胞弹射至同一个小孔中，

服务于各种环境样品和应用场景。

申请号：2019 11371223.8。

混合进行基因组扩增和测序，以提高实验的成功率。这

尽管如此，由于拉曼全谱采集对于细胞活性的破

种低覆盖度而且混合测定的单细胞基因组数据，从根本

坏，RACE-Seq目前还难以实现在“一个”细菌细胞水平

上阻碍了在细胞“个体”水平的基因组结构分析与代谢

的高覆盖度基因组测序或细胞培养。针对这些局限性，

功能重建。

研究人员正在开发一系列液相拉曼分选耦合测序器件，

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ACS Appl. Mater. Inter., 2020, DOI: 10.1021/

单细胞中心开发出二代拉曼激活细胞弹射耦合测
序技术
徐健研究员带领的单细胞中心近日系统评估和优化了拉曼激活细胞弹射耦合测序（RACESeq），并改进了单细胞基因组扩增环节，从而提高了RACE-Seq的基因组覆盖度，提高至
50%，核酸扩增成功率提高至90%。

为了揭示RACE-Seq基因组覆盖率极低的原因，单

以建立与完善一个高拉曼全谱信号质量、高基因组测序

细胞中心苏晓璐与公衍海带领的研究小组，基于长期

覆盖度、高效保护细胞活性、一个细菌细胞精度的微生

努力，从实验操作和数据计算分析两个角度入手，建立

物组分析技术服务体系。

了系统性的RACE-Seq方法和芯片的质量评估和控制体

单细胞中心苏晓璐和公衍海是论文的共同第一作

系。在此基础上，全面、定量地评估了细胞裂解条件、核

者。本工作得到了中科院先导B项目、青岛海洋科学与技

酸扩增条件和拉曼测量条件等每一环节的关键参数对

术试点国家实验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的支持。

RACE-Seq基因组测序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激光照射
拉曼激活细胞弹射耦合测序（RACE-Seq）是微生
物组单细胞分析的手段之一，但其基因组覆盖度通常不

（文/图 苏晓璐）

强度在拉曼信号采集过程中至关重要，并与单细胞核酸

论文：

扩增（MDA）的成功率成反比。

Xiaolu Su, Yanhai Gong, Honglei Gou, Xiaoyan Jing,

超过10%，而且核酸扩增成功率低，极大限制了其应用。

针对这些问题，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二代RACE-Seq

Teng Xu, Xiaoshan Zheng, Rongze Chen, Yuandong Li,

青岛能源所单细胞中心系统评估和优化了该技术，并改

（图1）：在单细胞扩增体系中加入特定油相并充分震荡，

Yuetong Ji, Bo Ma, Jian Xu. Rational Optimization of Raman-

进了单细胞基因组扩增环节，从而提高了RACE-Seq的基

产生大量随机包裹的微体积液滴，造成每个DNA片段在

Activated Cell Ejection and Sequencing for Bacteria. Anal

因组覆盖度和核酸扩增成功率（图1）。该工作近日发表

破乳前均达到饱和扩增，从而大幅提高RACE-Seq中单

Chem, 2020 May 29. doi: 10.1021/acs.analchem.9b05345.

细胞基因组的覆盖度。这种操作方法简单快速，而且容

于Analytical Chemistry。
作为微生物在自然界中的存在形式，微生物组（菌

图1 二代RACE-Seq技术的总体示意图

群；Microbiome）与人体和自然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息

质”。如何识别和利用“生命暗物质”中的功能组分，一

息相关。但是，菌群中绝大部分微生物组分通常难以

直是生命科学和环境科学中的一个共性方法学问题。

快速培养和利用，因此，微生物组又被称为“生命暗物
6

针对这个瓶 颈，单细胞中心和业界同行前 期发

易实现自动化。

Yuehui He, Xixian Wang, Bo Ma, Jian Xu, Ramanome
Technology Platform for Label-free Screening and Sorting of

与第一代RACE-Seq相比，该二代技术可将纯培养

Microbial Cell Factories at Single-cell Resolution. Biotechnol

大肠杆菌（每个MDA体系含5个弹射出的细胞）单细胞

Adv, 2019 May 29. pii: S0734-9750(19)30069-2. doi:

基因组覆盖度从 < 20% 提高到50%。针对土壤菌群样品

10.1016/j.biotechadv.2019.0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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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储能材料与技术研究组开发出基于电解液改
性的高性能富锂锰基正极材料新体系

电化学性能。该电解液对于提升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的循

能量动力电池提供了新的选择。
（文/图 宋德朋）

环寿命和抑制电压衰降效果显著，为富锂锰基正极材料
的改性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该研究为获得高比能富锂锰基锂电池提供了一

武建飞研究员带领的先进储能材料与技术研究组独辟蹊径以电解液为出发点，成功设计开发出
一种适用于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的高性能电解液。应用此电解液可以大幅度提升富锂锰基正极材
料的循环寿命，同时很好的抑制循环过程中的电压平台衰降。

种简便而高效的方法。即：不需要对富锂锰基材料本
体进行任何处理，直接通过电解液一步法改性就可以
实现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电化学性能的综合提升，方法
简便有效且便于实现商业化生产。富锂锰基材料经过
电解液的改善后，综合性能相比三元材料和磷酸铁锂

A

B

该电解液是一种基于氟代溶剂

都具有很大的优势（图2），超高的能量密度更加满

和双锂盐电解质的高性能电解液，

足人们对长续航动力电池的需求，同时兼具了优异的

对富锂锰基正极材料表现出高匹配

热稳定性，不易起火爆炸，循环寿命和倍率性能的综

兼容性，大幅度提升富锂锰基正极材

合提升表现出优异的电化学性能，不仅满足3C电子

料的电化学性能，富锂锰基正极材料

产品用电池甚至适用动力电池，较低的成本在与其他

首次放电比容量从267mAh·g-1提升

正极材料竞争中优势更加凸显，这将大大加速富锂锰

到29 7mAh·g-1（图1A）；循环寿命大

基正极材料走向商业化的步伐，也为设计具有更高比

图2 经过电解液改善后富锂锰基正极材料和磷酸铁
锂（LiFeO4），三元材料（NCM811）材料的综
合性能对比

幅提升，在0.5C倍率下经过500次充
放电循环后容量保持率高达88%（普
通商业化电解液0.5C倍率下循环500
次容量保持率低于50%），在0.2C倍
C

D

率下经过200圈循环后容量保持率可
达98.6%（图1B）；能够提高放电平台

图1 富锂锰基正极材料在高性能电解液中的电化学性能图

电压且对抑制循环过程中的电压衰

单细胞中心开发出高覆盖度的单细胞拉曼分选测序技术RAGE-Seq

降表现出色，经过100圈循环后电压

现阶段车用动力型锂电池的正极材料，如磷酸铁锂、锰酸锂、镍钴锰

衰降仅120mV（图1C）；此外倍率性

三元材料能量密度普遍偏低，严重限制了纯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富锂锰

能也获得极大地提升，2C倍率下放

基正极材料具有高比容量（超过250 mAh·g-1）、高工作电压、热稳定性好、

电比容量接近200mAh·g-1（电动汽

低成本等优点，可以达到国家规划的未来动力电池能量密度目标，是一种

车启动电流2C，巡航电流0.3C）（图

非常有潜力的动力型正极材料。但是其首效低、循环性能和倍率性能差、

1D）。研究人员发现优异电化学性能

电压衰降、无相匹配高压电解液等缺点阻碍了其实际应用。

的实现主要得益于氟代溶剂和含氟

单细胞中心徐腾、公衍海、苏晓璐等发明了一种在液相环境中测量与分选菌群中目标微生物单
细胞的拉曼分选-测序耦合技术RAGE-Seq。它通过联用光镊及微流控液滴技术，将特定拉曼
表型的细菌单细胞从群体中精准分离，并包裹到皮升级液滴中，然后采用宏观移液的方式便可
将包裹有目标细胞的液滴导出转移到试管中，从而快速、精确、简便地实现“单个细胞-单个液
滴-单个试管”的拉曼分选流程，可直接耦合下游细胞培养或基因组分析。

针对富锂锰基正极材料存在的问题，青岛能源所武建飞研究员带领的

锂盐在富锂锰基正极材料表面形成

先进储能材料与技术研究组独辟蹊径以电解液为出发点，成功设计开发

一层保护膜起到稳定正极材料结构

拉曼激活细胞分选耦合测序是菌群单细胞分析的

微生物组是地球上能量与元素循环的主要载体，

出一种适用于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的高性能电解液。应用此电解液可以大幅

的作用，抑制电解液的分解对正极材

重要手段，但其低基因组覆盖度一直困扰着业界。青岛

与人体、动植物以及环境的健康也息息相关。因此，微

度提升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的循环寿命，同时很好的抑制循环过程中的电压

料造成的腐蚀；同时会在负极表面形

能源所单细胞中心发明了全新的单细胞拉曼分选-测序

生物组的探测、理解和利用，将跨越“尚难培养微生物

平台衰降。该电解液的开发有望实现高比容量富锂锰基锂离子电池的商业

成稳定的保护膜，改善循环稳定性，

技术RAGE-Seq，实现了菌群中单个目标细胞近100%

屏障”，带来生命科学及其应用的共性突破。单细胞拉

化应用。

从而大幅提高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的

覆盖度的精准测序。该工作发表于Small。

曼光谱能够无需培养而快速识别菌群中细胞的各种代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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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RAGE-Seq，单细胞中心
推出了临床单细胞拉曼药敏快检仪
CAST-R，以及和现有荧光/明场显

先进功能材料与器件研究组提出一种改善有机太
阳能电池器件的柔性和稳定性的通用策略

微镜耦合的模块式单细胞微液滴分
离系统EasySort。这些原创的系列仪
器正在服务各种场景下的单细胞功
能分选与测序（图1）。
该工作由单细胞中心马波和徐
图1 单细胞中心研制的RAGE-Seq技术及仪器系统

包西昌研究员带领的先进功能材料与器件研究组与大连理工大学王锦艳教授的“科技部重点领
域”耐高温高性能工程塑料创新团队、上海同步辐射光源的杨春明研究员合作提出了一种基于
耐高温聚芳醚树脂提升有机太阳能电池稳定性和柔性的通用性策略。

健主持完成。该工作得到了中科院
战略性先导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

谢功能（Biotechnol Adv, 2019），但是一直以来，针对菌群的单细胞拉曼

金委、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委的资

分选和测序都面临着两个瓶颈：首先，如何无损快速地获取特定拉曼表

助。

有机太阳能电池(OPV)技术凭
（文/图 徐腾）

型的单个细胞；其次，如何高覆盖度地获得精确到一个细胞的基因组。

借独特的质轻、柔性、半透明、弱

原文链接：

光敏感以及可通过卷对卷大面积制

了一种在液相环境中测量与分选菌群中目标微生物单细胞的拉曼分选-

T. Xu+, Y. H. Gong+, X. L. Su+,

备等优点独树一帜，可在便携式和

测序耦合技术RAGE-Seq（Raman-activated Gravity-driven Encapsulation

P. F. Zhu, J. Dai, J. Xu*, B. Ma*,

柔性电子消费应用领域与无机太阳

and Sequencing；图1）。它通过联用光镊及微流控液滴技术，将特定拉曼

Phenome-Genome Profiling of Single

能电池形成有效互补，吸引了国内

表型的细菌单细胞从群体中精准分离，并包裹到皮升级液滴中，然后采

Bacterial Cell by Raman-activated

外科研机构和产业界的广泛关注。

用宏观移液的方式便可将包裹有目标细胞的液滴导出转移到试管中，从

Gravity-driven Encapsulation and

近几年OPV的效率已经取得了长足

而快速、精确、简便地实现“单个细胞-单个液滴-单个试管”的拉曼分

Sequencing, Sma ll (20 20), DOI:

进步，超过18%。然而，关于OPV

选流程，可直接耦合下游细胞培养或基因组分析。

10.1002/smll.202001172.

器件的稳定性研究却远远滞后于效

针对上述问题，青岛能源所单细胞中心徐腾、公衍海、苏晓璐等发明

由于目标细胞在分选过程中始终包裹于水相环境中，RAGE-Seq有

Y. He, X. Wang, B. Ma*, J. Xu*,

率的发展。目前阶段，OPV 较差

效降低了拉曼分选中激光引入的细胞损伤。其导出的单细胞液滴体系，

Ramanome Technology Platform for

的光热稳定性是其实现产业化所面

经过简单震荡后可转变成乳化扩增体系，大幅度降低了传统单细胞基因

Label-free Screening and Sorting of

临的一大阻力。

扩增（如单细胞MDA）中存在的偏好性，从而可从一个细胞得到近乎完

Microbial Cell Factories at Single-

青岛能源所包西昌研究员带

整的全基因组信息。此外，其独特的单液滴分选转移形式，有效解决了单

cell Resolution. Biotechnol Adv, 2019.

领的先进功能材料与器件研究组与

细胞分析中常见的污染问题。

pii: S0734-9750(19)30069-2. doi:

大连理工大学王锦艳教授的“科技

10.1016/j.biotechadv.2019.04.010.

部重点领域”耐高温高性能工程塑

基于单细胞中心前期发明的重水孵育单细胞拉曼药敏快检技术
（Anal Chem, 2017），研究人员用RAGE-Seq从临床尿液样本中直接识别

Y. Tao, Y. Wang, S. Huang,

料创新团队、上海同步辐射光源的

和分选出耐受特定抗生素的临床大肠杆菌，并进行了精确到一个细胞的

P. Z hu , W. Hu a n g , J. L i n g *, J.

杨春明研究员合作提出了一种基于

全基因组测序，覆盖度可达99.5%。这一高覆盖度保证了基因组上所有耐

X u*. Me t a b ol ic - a ct iv it y b a s e d

耐高温聚芳醚树脂提升有机太阳能

药基因突变均得以全面、精确地揭示。

assessment of antimicrobial effects

电池稳定性和柔性的通用性策略，

耐高温聚芳醚树脂是一种可用于军工极端环境下的特种工程塑

从菌群中直接、精准地获取一个细菌细胞的药敏性表型及其完整基

by D2O-labeled Single-Cell Raman

相关成果以“A Universal Method to

料，具有优异的耐高温和水氧稳定性，可以满足极端环境下的使用需

因组，以往还未有先例。因此，RAGE-Seq的这一独特能力，预计将带来

Microspectroscopy. Anal. Chem., 2017,

Enhance Flexibility and Stability of

求。与之相反，有机光伏材料因为长柔性侧链的存在(改善溶解性)难

临床感染诊断和用药、耐药性传播监控与机制、海洋生态监控与资源挖

DOI:10.1021/acs.analchem.6b05051.

Organic Solar Cells by Constructing

以避免自身分子的高温蠕动行为，这是导致OPV器件稳定性差的重要

Insulating Matrices in Active Layers”

原因之一。与此同时，聚芳醚高度扭曲的主链结构赋予了聚合物薄膜

掘等领域的一系列突破。
10

为题发表在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先进功能材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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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异的机械性能和可拉伸性。经典的光伏给受体化合

(PCE>8%)的最高值。上述工作为提升OPV 器件的稳

物在薄膜力学性能上远远弱于耐高温聚芳醚树脂。

定性和柔性提供了一种通用性策略，并为其在未来柔

该工作中，通过在OPV的活性层内构筑耐高温聚芳醚

性能源领域的产业化应用提供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树脂的网络化结构，研究了耐高温聚芳醚树脂在活

青岛能源所先进有机功能材料与器件团队韩建

性层内对器件效率、稳定性和柔性的影响因素及机

华博士和大连理工大学鲍锋博士为论文共同第一作

制。这种耐高温树脂网络化的形貌有效的阻止了光伏

者，论文通讯作者为包西昌研究员（青促会会员）和

给受体在高温下的分子蠕动行为，提升了OPV器件的

阳仁强研究员、大连理工大学王锦艳教授和上海同步

稳定性。并且聚芳醚之间的链缠结效应也阻止了光伏

辐射光源杨春明研究员。该研究获得了中科院青促

给受体分子在高拉伸强度下的断裂行为，提升了活性

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的

层的拉伸性能和器件的柔性。该工作也首次使用了原

支持。
（文/图 韩建华 包西昌）

位广角X 射线衍射拉伸测试表征了光伏活性层薄膜的
拉伸形变行为。研究发现，耐高温聚芳醚树脂在给受

论文：

体活性层内可能存在着电子隧穿效应，因此上述策略

Jianhua Han, Feng Bao, Da Huang, Xunchang

并不会大幅降低器件的光电转化效率。在器件光电转

Wang, Chunming Yang, Renqiang Yang, Xigao Jian,

化效率(PCE)保持15.17%基础上，活性层的断裂伸长

Jinyan Wang, Xichang Bao, and Junhao Chu. Advanced

率可以高达25.07%，这是目前高效有机太阳能电池

Functional Materials, 2020.

HCS），构建了两种具有可比性的纳米反应器。这

多孔催化材料研究组揭示纳米反应器在液相加氢
反应中的空间限域效应
王光辉研究员带领的多孔催化材料研究组联合大连化物所刘健研究员报道了一种普适性的策略:
将合成的PdCu纳米粒子分别引入到空心碳球的外表面（PdCu/HCS）以及封装到空心碳球的
空腔中（PdCu@HCS），构建了两种具有可比性的纳米反应器。

中空纳米反应器由于其具有独特的空间限域效

器在液相加氢反应中的空间限域效应仍具挑战。

过度加氢的发生。

两种纳米反应器除了PdCu纳米粒子的空间分布不同

上述研究工作为理解和评估纳米反应器在液相

外，其余结构特征均相似。以这两种纳米反应器为催

反应中的空间限域效应提供了直接的例子。另外，报

化剂，利用双室反应器进行液相加氢反应，通过对比

道的合成策略有望拓展到其他金属体系，并且通过改

分析系统研究了纳米反应器在液相加氢反应中的空间

变合成条件可以实现对空心碳球结构以及金属负载量

限域效应。

等参数的定制。因此，利用该合成策略可以设计一系

研究发现，相比于PdCu/HCS催化剂，PdCu@

列不同结构的空心碳球纳米反应器。这些纳米反应器

HCS的空腔可以对小分子烯烃或者H2产生富集作

可以作为理想的模型催化剂，用于催化反应中空间限

用，从而提高小分子烯烃的加氢反应速率；进一步

域效应、传质扩散以及反应机理等方面的研究，并进

增大烯烃分子的尺寸，由于PdCu@HCS壳壁的扩散

一步指导高效催化剂的设计合成。

限制效应和分子筛效应，可以减缓甚至是抑制烯烃

这一成果近期发表在Angew. Chem. Int. Ed.上，文

分子的加氢反应。另外，在苯乙炔的加氢反应中，

章的第一作者是青岛能源所的博士后董超和博士生于

PdCu@HCS的空腔可以提高中间产物苯乙烯在空腔

群，通讯作者是大连化物所刘健研究员和青岛能源所

中的浓度以及停留时间，促使其进一步的加氢生成

王光辉研究员。该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科
院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合作基金等项目资助。

应，在催化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在催化过程

近日，青岛能源所王光辉研究员联合大连化物

苯乙烷。最后，以PdCu@HCS为催化剂，硝基苯和

中，影响催化性能的因素较多，尤其是在液相加氢反

所刘健研究员报道了一种普适性的策略：将合成的

9-甲醛菲为原料，高选择性地合成了相应的亚胺产

（文/图 董超 于群）

应中，催化剂结构以及反应条件等都会对催化性能产

PdCu纳米粒子分别引入到空心碳球的外表面（PdCu/

物；由于PdCu@HCS壳壁的分子筛效应，避免了亚

文章链接：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

生显著影响。因此，如何明确地阐明和评估纳米反应

HCS）以及封装到空心碳球的空腔中（PdCu@

胺分子与空腔内PdCu纳米粒子的接触，从而避免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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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生与固态能源系统研究组首次开发出一种改善
锌电池稳定性的水合熔盐锌基电解质
崔光磊研究员带领的仿生与固态能源系统研究团队，采用水合锌盐加中性配体这种简单、低成
本配方，提出了一种由丁二腈和六水合高氯酸锌组成的水合熔盐锌基电解质，有效解决了锌负
极及有机正极在水系电解质中副反应和不可逆溶解的问题。通过电化学测试发现，这种水合熔
盐锌基电解质有效抑制了金属锌负极的枝晶和副反应，实现了锌负极的长期循环稳定性。

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一行调研青岛能源所

1

8月6日，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一行到青岛能源所调研。山东省委常委、青岛
市委书记王清宪，山东省委常委、秘书长刘强，山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周连华，
山东省科技厅厅长唐波，山东省商务厅厅长张德平，山东省委常委办主任张祚
亭，青岛市科技局局长吕鹏等省直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崂山区区委书记孙海
胜、崂山区区长赵燕等陪同调研。
调研期间，研究所党委书记彭辉详细汇报了研究所在科技布局、人才队伍、

锌盐加中性配体这种简单、低成本配方，提出了一种
由丁二腈（SN）和六水合高氯酸锌(Zn(ClO4)2·6H2O)
组成的水合熔盐锌基电解质，有效解决了锌负极及有
机正极在水系电解质中副反应和不可逆溶解的问题。
通过电化学测试发现，这种水合熔盐锌基电解质有效

刘家义一行参观了固态能源系统技术中心，崔光磊研究员详细汇报了固态锂
电池关键工艺技术，包括原位固化、热压化成等。刘家义对研究所在固态锂电池
聚合物复合电解质关键材料、工艺技术等方面的研发和前瞻性布局给予关注，对
在固态电池方面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技术给予肯定，认为通过走自主研发
之路，在固态电池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为我国深海科考装备提供了安全可靠

的长期循环稳定性。通过光谱表征以及理论计算发

的电源保障。

现，丁二腈破坏了[Zn(OH2)6] 溶剂化结构并参与了锌

刘家义一行听取了张凯研究员有关螺旋藻生产甘油葡糖苷的技术和微生物发

离子的溶剂化。另外，被丁二腈替换掉的水分子仍被

酵制备反式乌头酸技术、徐健研究员有关临床单细胞拉曼药敏性快检仪成果的汇

锌离子的溶剂化层及被电解质独特的共熔结构网络所

报，深入了解了科研产品与实验装置。

束缚而以类似结合水的“被束缚”状态而存在。当将

刘家义对青岛能源所发展及山东能源研究院建设进展给予了肯定，进一步强

一种含有硫的醌类聚合物（聚（2, 3-二硫基-1, 4-对

调了要高度重视山东能源研究院建设。同时对山东能源研究院建设中遇到的具体

苯醌）(PDB)）作为锌离子电池的正极时，该水合熔

问题提出了指导意见，要求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等相关部门支持山东能源研

盐有效减少了有机正极的溶解。在0.3C的条件下，电

究院统筹布局与规划基本建设。

鉴于数十年来的研究基础及商业化经验，水系锌电

池循环了3600次，容量保持率为85.4%。另外，当温

池依然是“后锂离子”电池体系中的佼佼者，应用价值极

度相继降温为-10℃和-20℃时，电池仍表现出优异

大，近年来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关注。多种正极材料被报

的循环稳定性并可输出70mAh gˉ1和40mAh gˉ1左右的

道可以与锌负极进行搭配，以期产生性能的突破。与传

容量，表明这种水合熔盐电解质有望在低温环境中应

统无机正极材料不同，有机材料主体的分子间弱相互作

用。此研究为新型水系电解质的开发及锌-有机电池

用更加适合多价离子的存储，而且高度可调的有机结构

发展提供了建设性思路。

赋予其新的离子反应机制。然而，目前的水系锌电解质

定位目标、人才计划、功能实验室等方面的建设进展。

抑制了金属锌负极的枝晶和副反应，实现了锌负极
2+

水合熔盐电解质与传统水系电解质的溶剂化结构对比示意图

学科建设、服务地方等方面的工作进展。重点汇报了山东能源研究院建设方案、

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克昌、青岛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马
连湘一行来所调研

相关结果发表在《焦耳》期刊（Joule）上，论文第

8月15日，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谢克昌院士，青岛科技大学党委书记马连

尚存在很大不足:（1）水合[Zn(OH2)6] 离子活性很高，会

一作者为青岛科技大学杨武海和青岛能源所杜晓璠。

湘教授率领团：气候变迁与能源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戈、华北电力大

引起严重的副反应及不均匀锌沉积；
（2）有机电极的放

本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科院青促会、大连

学教授彭林、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田亚峻、国家能源集

电产物极性较高，易被自由水溶解，造成容量衰减。

化物所—青岛能源所融合基金等的支持。

2+

近日，青岛能源所的崔光磊研究员，赵井文副
研究员和南洋理工大学的张其春教授合作，采用水合
14

2

（文/图 杨武海 赵井文）
DOI: 10.1016/j.joule.2020.05.01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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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高级工程师严晓辉、青岛高校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杜长河等专家

座谈会上，彭辉对逯鹰一行来访表示欢迎，简要介绍了研究所发展历程、

10余人到青岛能源所开展调研交流。青岛能源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山东能

近年来取得的成绩，以及山东能源研究院筹建背景和进展等。人事教育处负责

源研究院副院长彭辉，研究所党委副书记许辉，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处处长

人详细汇报了研究所发展成果、研究院筹建进度及亟需协调解决事项。

陈骁，科技处处长梁向峰，人事处处长官杰，热化学转化研究组负责人吴晋
沪、规划战略与信息中心研究员郑永红等人员参加会议。许辉主持会议。

逯鹰对研究所人才队伍建设情况给予充分肯定，对研究所近年来取得的成
绩和建设山东能源研究院机遇表示祝贺。逯鹰表示，为进一步落实省、市委有

调研会上，彭辉对谢克昌、马连湘一行来所调研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

关要求，推动解决山东能源研究院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市委编办将会同有

介绍了青岛能源所、山东能源研究院的建设历程及背景。之后，梁向峰介绍

关部门及时与省有关部门对接，协调解决研究院在体制机制、人才引进等方面

了研究所基本情况及山东能源研究院未来建设情况，王戈介绍了气候变迁与

的问题，推动山东能源研究院筹建工作特别是人才队伍建设取得高质量发展。

能源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基本情况，杜长河介绍了高信股份院士工作站建设情
况，彭林介绍了大气重污染成因与攻关研究案例，郑永红介绍了山东能源大

在所期间，逯鹰一行还参观研究所展厅与青岛储能产业技术研究院电化学
储能平台。

数据云平台研建方案，田亚峻以山东为例介绍了能源大数据及其应用。
谢克昌对青岛能源所和山东能源研究院的发展予以充分肯定，并指出青
岛能源所和山东能源研究院担负着山东省能源转型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重
任，要抢抓发展机遇、勇于克服困难、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推动山东
新旧动能转换注入强大活力。与会专家围绕合作进行了热烈讨论，尤其针对
能源大数据，在如何将谢克昌院士团队在中国工程院泛能源大数据长期建设
中取得的经验和成果应用于山东能源研究院能源大数据的建设，为山东省新
旧动能转换、山东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咨询研究，以及具体合作方案等问题
进行了深入探讨。
谢克昌表示他关注并支持山东能源研究院的发展，甘为桥梁将其团队、
青岛科技大学、青岛高信以及青岛能源所和山东能源研究院的资源和智慧贯
通融合，为山东省的发展作出贡献。
马连湘表示希望开展青岛科技大学与青岛能源所、山东能源研究院的深
层次战略合作，双方携手并进、共谋发展。

4

青岛能源所20万吨/年第二代生物柴油生产工艺
在河北常青集团验证成功

8月中旬，青岛能源所与河北常青集团石家庄常佑生物能源有限公司联合
攻克沸腾床改造均相加氢工艺生产二代生物柴油技术，并在常佑生物能源公司
20万吨/年规模二代生物柴油生产装置上实现成功开车，这标志着青岛能源所
ZKBH均相加氢技术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采用液态分子催化成功量产商业化二代
生物柴油的技术，在芬兰、美国等国家加氢生产二代生物柴油技术领域长期领
先中国10余年的背景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常佑生物能源公司20万吨/年二代生物柴油装置在国内首次采用沸腾床改造
均相加氢预处理与固定床加氢联合工艺，基于青岛能源所完全不同于国外技术
的ZKBH均相分子催化技术，通过对常佑生物能源公司煤焦油加氢装置进行改

青岛市委编办调研山东能源研究院

造，成功实现企业从传统能源化工向生物燃料和绿色能源产业的转型升级，促
进能源产业新旧动能转换，常佑生物能源公司一跃成为目前国内具备最大二代

近日，中共青岛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逯鹰、副主任张毅一行
来所调研。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山东能源研究院副院长彭辉，研究所
党委副书记许辉等陪同调研。

16

3

生物柴油产能规模的企业。
2019年，青岛能源所在稠油分子均相催化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开发
出先进的“ZKBH均相加氢”技术，其特征是采用液体催化剂和均相加氢反应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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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设计，可加工全组分废弃矿物油和可再生生物油脂，不仅能实现废弃油

功能橡胶的技术。核心技术经国家一级科技成果查新机构认定，国内外无相

脂的资源循环利用，特别适用于制备二代绿色生物柴油。2020年5月，工艺

同技术报道，且生产的生物质功能橡胶经贵州轮胎等企业评价，产品使用综

特征为液态催化沸腾床加氢耦合固态催化加氢脱氧提质的ZKBH工业化技术

合性能良好。该技术以低值秸秆为原料，可以为秸秆的高值利用提供出路，

改造项目在常佑生物能源公司正式启动，一期目标处理20万吨生物质油脂生

并可使国产天然橡胶实现功能性定制化加工，增加产能，促进橡胶行业升级

产二代生物柴油。2020年7月30日，双方完成所有设备调整和工艺流程改造

和轮胎企业的工艺革新，真正为绿色轮胎发展提供优质原材料。在我国轮胎

施工，启动装置正式试料开车，8月6日成功试运行。目前全部装置各项运行

生产用高质量橡胶原料长期依赖进口的背景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此外，

指标稳定，在生产中可实现高达80%以上的生物柴油收率，达到世界先进水

该BFR生物质橡胶改性材料也可用于生物质塑料的开发，相关工作也正在积

平，产品质量满足出口欧盟标准。预计二期100万吨/年生物柴油装置改造完

极开展中。

成后，可实现销售收入约为104亿元，年利润10亿元，纳税约4亿元/年，可提
供就业岗位约500个。同时，生物柴油作为一种新兴的能源，扩充了国家能

该项目得到了研究所成果熟化项目基金、莱西产业技术研究院，以及海
南橡胶、贵州轮胎等龙头橡胶轮胎企业的支持。

源的结构和组成，解决了化石柴油存在的诸多问题。它既完善和优化了能源
结构，补充了国家在能源战略上短板，又充分利用和节约了资源，最大限度
降低了对环境的破坏，减少碳排放，是一个可循环、可持续、健康环保的朝
阳产业，具有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青岛能源所首条6000吨年BFR生物质橡胶改性
材料生产线在莱西产业技术研究院试车成功

8月19日，青岛能源所党委书记、山东能源研究院副院长彭辉，青岛能源
所党委副书记许辉带队访问水发集团，并代表山东能源研究院与水发集团签署

5

战略合作协议。水发集团党委书记王振钦、山东省科技厅副厅长潘军、水发集
团总经济师刘韶华、水发能源集团董事长郑清涛等出席签约仪式。
彭辉一行首先参观了水发集团企业文化展厅，了解水发集团的发展历程、

9月下旬，青岛能源所与青岛中科和源新材料有限公司在利用低值秸秆

产业布局、技术创新、企业文化理念等情况。王振钦详细介绍了水发集团的基

生产高品质轮胎用天然橡胶改性材料技术方面获得重要进展，其在莱西产业

本概况、战略规划和产业布局。他表示，此次合作将充分发挥双方在资本、产

技术研究院中科产业城搭建的年产六千吨BFR生物质橡胶改性材料生产装置

业、技术、人才、成果、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构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优

实现成功开车。研究所党委副书记许辉、代谢物组学研究组、中科和源公司

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等相关人员参加现场试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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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山东能源研究院与水发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次双方签约，将在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领域开展产学研项目合作、共建

该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行年产的橡胶改性材料可用于生产六万吨高品质轮

研发平台、促进人才培养和双向交流，探索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融通创新体制机

胎用橡胶和两千吨环保生物质氧化锌产品，这标志着青岛能源所BFR生物质

制，推动一批重大成果的转移转化，服务山东省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产业高质

橡胶改性材料生产技术成为国际首个利用低值秸秆生产高品质轮胎用生物质

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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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能源所党委书记彭辉出席中德科技合作论坛并
作主题发言

7

8月13日下午，第二十二届中国科协年会中德科技合作论坛在青岛召开。全国政
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中德对话论坛中方主席万钢出席论坛并讲话，中德对话
论坛德方主席、德国前联邦教研部部长沙万视频致辞。
中德友好协会会长、中国前驻德国大使史明德，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
记宋军出席，山东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致辞，山东省副省长凌文，山东省
政协副主席赵家军出席，青岛市政协主席杨军主持。

苏华就研究所招聘领域、人才政策、人才成长环境等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与
解读。组群负责人吕雪峰、徐健、郭荣波和崔光磊研究员依次介绍了团队的
科研平台、原创成果和招聘需求。最后，与会学者通过语音和文字提问的形
式就关心的人才项目申报条件、个人待遇、博士后发展空间等问题与人事教
育处进行了交流互动。
本次云招聘活动是青岛能源所、山东能源研究院针对人才招聘模式的一
次全新尝试和拓展，线上招聘宣讲跨越了疫情的阻隔，为海内外学子与研究
所之间搭建起了沟通的桥梁，共享山东能源研究院建设的机遇、共谋新能源
事业发展的未来。

彭辉应邀在论坛“面向未来的科技合作”主题环节发言。彭辉从全球能源的
绿色化和国际化点题，结合中德两国开展能源合作的历程与成果，围绕山东省在能
源科技领域的规划布局，与出席会议的双方代表探讨了以“联手能源科技创新，打
造中德合作样板”为主旨的未来中德能源科技合作建议。
本次论坛采用“现场＋视频”会议形式，分为“疫情防控下的中德合作”、
“构

青岛能源所组织举办科技周活动

建中德两国青年科学家交流平台”和“面向未来的科技合作”三个主题，来自两国
政界、科教界、工商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围绕“共克时艰、面向未来——疫情防控
常态化下的中德科技合作”主题开展深入讨论，探索新形势下中德两国科技合作、
人文交流的新路径、新模式。

9

8月23日上午，2020青岛科技活动周正式开幕，作为本次活动的分会
场，青岛能源所以“科技，让未来变得不可思议”为主题，通过线上线下结
合的方式组织科普活动，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
在青岛科技活动周开幕式上，我所博士研究生李庆林、车欣鹏、姜虹竹

青岛能源所组织2020“清源”学者云招聘活动

8

时间，白色雾气升腾弥漫，自带特效的网红冰淇淋就完成了，现场小朋友们
争相品尝，受到热烈欢迎。
为了让公众足不出户就可以云游青能所，研究生科普协会组织开展线

为进一步汇聚海内外优秀人才， 9月10日青岛能源所、山东能源研究院

上科学活动，分为云游展厅和科普讲座两个环节。通过云游展厅，公众可以

与广大青年英才相聚在“云端”，组织进行2020“清源”学者云招聘活动。

进一步了解研究所的发展历程、人才队伍、科研成果等情况。在科普讲座环

研究所党委书记、山东能源研究院副院长彭辉，研究所副所长吕雪峰，中心

节，微生物代谢工程研究组研究员吕雪峰，生物基材料组群博士张显龙、卜

主任徐健、崔光磊、郭荣波等出席会议并分别做报告。论坛由人事教育处副

凡分别以《神奇的微生物》、《水从哪里来》为题准备了两场科普讲座，结

处长苏华主持，海内外相关专业170余位青年学者齐聚线上交流。

合生活中的科学常识向公众展示科学有趣的一面。

招聘会上，彭辉首先向与会学者们详细介绍了青岛能源所与山东能源研
究院的发展概况，鼓励海内外学子积极投入到山东省能源领域的建设中来。

20

通过现场演示和视频讲解，为公众揭开网红液氮冰淇淋的秘密，只需几分钟

今后，研究所将利用新媒体的优势继续丰富科普素材和形式，提高科普
工作质量，为提升民众科学素养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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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能源所召开党风廉政建设专题会议

青岛能源所召开党委会议学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
近期重要讲话精神

8月11日，青岛能源所党委召开专题会议，专

好、落实好自身应该承担的党风廉政“一岗双责”

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职责。提出要求，配齐配强纪检队伍，党务、纪检

作，部署推动下半年工作。

工作人员要形成合力，统筹落实好研究所党风廉政

9月24日，青岛能源所党委召开党委会

进一步整合优化科技资源，加快推动研究所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国科学院党风廉政建设

建设各项工作。要按照廉政建设责任制制定月度季

议，会议由党委书记彭辉主持。会上讨论了

与潍柴动力等企业的合作，发挥协同效应、

责任制实施办法》《中国科学院纪检工作暂行办

度工作计划，加强工作的督导督查，确保按计划完

“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推动各方面科技创新力量协同创新，解决地

法》。党委书记彭辉传达了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第

成工作任务。

在科学家座谈会、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一次集体

方发展重大问题。

34期所局级领导干部暑期学习班会议精神。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冯埃生就执行《中国

学习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并开展研讨。

彭辉强调，要深刻认识坚持新时代党的组

会议按照两个文件要求，结合研究所当前党

科学院纪检工作暂行办法》和今后工作提出具体要

彭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织路线的重大意义，深入领会和落实习近平总

风廉政建设实际工作情况，进行了认真研究讨论，

求。要求纪检人员强化精准监督意识，做实做细日

为研究所科技创新事业和党的建设工作指

书记在讲话中提出的各项要求，不断提高党的

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了部署安排。彭辉指出，党委

常监督。要继续提高监督检查手段，提升业务能力

明了方向，要切实抓好重要讲话精神的学习

组织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自

要增强责任意识，不折不扣承担起研究所党风廉政

和工作水平，巩固监督整改成效。纪委要协助党委

贯彻，纳入支部“三会一课”学习内容，在

觉贯彻落实好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同时还对

建设主体责任。各级责任人要严格履责，切实履行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学习过程中推动党建工作与科技创新紧密结

研究所党员领导干部利用好“中科院继续教育

合、同向发力。要进一步优化研究所科研选

网”“中国干部网络学院”等培训资源开展网

题，使选题真正结合国家需要和产业需求；

上自学进行了部署。

青岛能源所召开2020年度第四次党委理论
中心组学习会议

青岛能源所组织开展作风建设自检自查
扎实推进“模范机关”创建工作

9月3日，青岛能源所召开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

容与创新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重大

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并进

意义、如何学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等四

近期，青岛能源所各管理部门认真贯彻落

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作用，重点是党小组开展

行学习体会交流。研究所领导班子成员、党委委员

项重要内容。同时，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大背景，如

实研究所党委2020年创建“模范机关”实施方

理论学习情况，开展“双联双促”联学共建，促

参加会议。党委书记彭辉主持会议。

何进行科技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进行

案，以部门为单位组织开展“对标要求，强化责

进部门协同、联系服务科研情况。每位职工对照

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等方面，谈了个人

任”活动，围绕“政治引领、能力建设、职责工

问题清单逐一进行自检自查，查摆工作学习中存

体会和认识。

作、作风建设”深入讨论，着重加强机关工作作

在的不足和问题。部门负责人针对部门工作作风

风建设，推进“模范机关”创建。讨论会由部门

进行总体分析，分析问题产生原因，明确整改举

负责人主持，各部门党小组组长汇报了如何发挥

措和整改时限。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冯埃生参

副所长吕雪峰为此次专题学习主讲人，做了
“学好用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专题报
告。重点讲解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背
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的主线、主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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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人员围绕学习主题，结合研究所发展形
势，联系工作实际，交流了学习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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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各部门讨论会议并做总结评价。
冯埃生总结讲话重点指出，组织开展机关
作风建设自检自查，是为了推进机关转作风、

党建与创新文化

出的问题认真整改。机关每个人要强化“首问
责任制”，树立担当意识，增强实干精神，不
作者：杨涛

断提高管理部门办事效率和水平。

提效能，展现管理部门良好形象；是贯彻落实

冯埃生重点强调，模范机关创建，要充分

党中央、院党组统一部署，创建模范机关的重

发挥党小组的战斗堡垒作用，充分调动机关广

要步骤。各部门要带头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

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为推

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持续深入整治“四

动研究所创新发展和实现山东能源研究院建设

风”老问题和新表现，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

目标提供坚强保证。要坚持以上率下，以机关

主义突出问题，今年还要做好巡视问题整改落

带全所，全员覆盖；坚持问题导向，顺应时代

实情况“回头看”，巩固巡视整改成效。管理

发展，把创建过程作为破解发展难题的过程；

部门工作人员要严格落实“青岛能源所管理、

坚持以创促建、以创促改，推动院党组决策部

支撑部门加强作风建设八项要求”，针对查摆

署落实和研究所创新发展目标按期实现。

图片描述：天雷地火，丙烷氧气火焰在人造闪电中
的瞬间。人类使用火已经有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使用电
也有100年以上的时间，但是大多数相关研究都是停留在
技术上，对于火焰以及闪电的科学，还远远处于蒙昧阶
段。我们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但是不重视科学拱手把
指南针和火药交给了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敲开中华民族
的大门，使华夏民族受尽几百年的屈辱。当代，我们要
以史为鉴，重视基础科学，多一些仰望星空的‘无用’
研究，振兴中华，实现伟大复兴。

作者：乔存存
图片描述：利用单颗粒冷冻电镜技术解析解旋酶的蛋白结构神似国
科大校徽。该蛋白质是由六个单体组成的复合物，这与国科大校徽的环内

青岛能源所在中科院第三届“发现科学之美”

六晶体类似，象征着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学、生物六大学科；六
个齿轮仿佛在围绕中心旋转，代表着各个学科的融合推进。这体现了我们

图片大赛中荣获特别奖

中科院的发展理念，也代表了中国科学发展的多元性和融合性。当实验结
果与国科大相遇，就是这么神奇！愿国科大越走越强，愿祖国繁荣昌盛！

近日，2020年度中国科学院第三届“发现

播局联合主办，旨在培养青年创新意识，激

科学之美”图片大赛获奖名单公布，青岛能源

发科研热情，引导广大青年积极投身中科院

所选送的《天雷地火》《科学之美——偶遇国

“率先行动”计划。今后，研究所团委将立

科大》2幅作品获得中科院特别奖，全院共6幅

足学科特点和科研资源，进一步营造浓厚氛

参赛作品获此殊荣。

围，引导广大团员青年为科技创新实践作出

此次活动由共青团中国科学院委员会、
中国科学院青年联合会、中国科学院科学传

24

应有的贡献。
（文/陈芸燕 图/杨涛 乔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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