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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功能材料与器件研究组揭示三元有机太阳能
电池中的分子相互作用新机制
包西昌研究员带领的先进功能材料与器件研究组研究发现，结晶性更强的材料LA9具有
比结晶性适中的材料LA1更强的材料结晶性，然而LA9与主体给受体分子之间均具有相对
较弱的分子间相互作用力。客体受体与给体之间适度的相互作用有利于给体分子更为有
序的分子堆积，而客体受体与主体受体之间相对较弱的相互作用可以促使二者之间具有
更高的兼容性，从而极大地优化三元体系的分子取向和纳米形貌，提高电荷传输性能，
抑制复合损失，这也是LA9三元器件更优于LA1三元器件的内在机制。

电荷复合损失，使得二元电池PM6:LA9的最高光伏

电荷传输性能，抑制复合损失，这也是LA9三元器件

效率(13.12%)要弱于PM6:LA9二元体系(13.89%)。尽

要更优于LA1三元器件的内在机制。相关工作在线发

管如此，LA9和LA1作为第三组分加入二元主体体

表在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Adv. Funct. Mater.

系PM6:NCBDT-4Cl (PCE=13.48%)中，所构建的两组

2020, 2007088）。相比与已报道的高效率三元器件，

TOSCs光伏效率均有大幅提升(>15%)。相比于LA1三

该工作深入研究了客体组分在三元体系内与主体给受

元器件(15.39%)，LA9三元电池具有更高的光伏效率

体材料之间的相互作用，为发展高效率的三元有机太

(15.75%)，是目前非Y6三元体系的最高效率值。考虑

阳能电池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

到LA9相对于LA1具有更高的LUMO能级，因此如果

该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山东省自

排除开路电压的影响，LA9在调控三元形貌方面实际

然科学基金委，大连化物所-青岛能源所两所融合项

上要更加优于LA1客体。研究发现，尽管LA9具有比

目的支持与资助。论文第一作者是博士生姜焕祥，通

LA1更强的材料结晶性，然而LA9与主体给受体分子

讯作者是包西昌研究员，阳仁强教授及李永海副研究

之间均具有相对较弱的分子间相互作用力。客体受体

员，相关研究亦得到了上海光源杨春明研究员的大力

与给体之间适度的相互作用有利于给体分子更为有序

支持。

说，第三组分（客体）的引入可能

的分子堆积，而客体受体与主体受体之间相对较弱的

（文/图 姜焕祥 李永海 包西昌）

会破坏原来二元共混膜内有序的分

相互作用可以促使二者之间具有更高的兼容性，从而

相关论文链接：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

子堆积和纳米互穿网络，进而增加

极大地优化三元体系的分子取向和纳米形貌，提高

doi/10.1002/adfm.202007088

复合损失，降低能量转换效率。因
此，第三组分需要与主体材料具有
良好的兼容性，才能确保客体的引
入是作为形貌调控剂而非复合中心
或者形貌陷阱。主客体之间的兼容
性虽然可以通过一些测试手段来研
究，然而对于第三组分的选择目前
更多的是基于经验或者试错法。
青岛能源所先进功能材料与

多孔催化材料研究组开发出高稳定性的转移加氢
催化剂

器件研究组在TOSCs主客体相互
作用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在前
期对烷基侧链-芳香末端新型侧链

王光辉研究员带领的多孔催化材料研究组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张文华副教授报道了一
种新型的、具有空心结构的Ni-Al水滑石基金属氧化物催化剂，该催化剂在α,β-不饱和
醛转移加氢制备α,β-不饱和醇反应中表现出优异的活性、选择性以及稳定性。

三元有机太阳能电池(ternary organic solar cells, TOSCs)作为一种有效

受体LA1的研究基础上(Adv. Mater.

拓宽光伏响应范围的策略，在近年来得到了国内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并

2019, 1807832; Adv. Funct. Mater.

取得了快速发展。这主要得益于TOSCs具有和二元器件相似的简单制备

2019, 1903596; Adv. Sci. 2020, 7,

工艺以及非富勒烯受体的蓬勃发展所带来的丰富材料来源，目前基于高

1903455)，通过调控受体的封端

效非富勒烯受体Y6体系的TOSCs光伏效率已经达到18%。TOSCs具有良

基团设计了结晶性更强的材料

α,β-不饱和醇是重要的有机化工原料，在生产

度加氢的现象，导致不饱和醇的产率低，分离困难，

好的机械性能，透光性和大面积加工的可能性，在半透明、柔性等电子

LA9。相比于结晶性适中的LA1，

树脂、香料、增塑剂、药物、化妆品和染料等领域具

成本增加。均相催化剂的使用可以提高α,β-不饱和

器件领域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然而并不是所有能级匹配、吸收光谱互

LA9过强的自聚集性造成二元活

有广泛的应用价值。α,β-不饱和醇可以通过α,β-

醇的选择性，但是后处理工艺复杂，催化剂成本高。

补的材料都可以作为客体来制备三元器件。因为相对于主体二元体系来

性层产生严重的相分离及较高的

不饱和醛的加氢反应获得，但是该过程中容易出现过

近年来，相比于以氢气为氢源的加氢途径，以低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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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物燃气研究中心开发出高效低能耗的高浓
度厌氧发酵整体反应器
郭荣波研究员带领的工业生物燃气研究中心自主开发的高浓度厌氧发酵整体反应器技术
近期取得了重要突破，该技术应用于正在黑龙江省克东县建设的千万立方级产业化项目
中，实现了风干玉米秸秆高浓度厌氧发酵的高效运行，为该技术的大规模产业化推广提
供了优秀的样板工程。

统沼气工程普遍沿用污水处
理技术，发酵浓度较低，水耗、热

图1 催化剂制备（a）、表征（b-h）及其应用（i-m）展示

耗和能耗均相对较大，限制了我国
沼气工程高效益运行，尤其在寒冷
醇为氢源的转移加氢途径不需要高压设备、安全可

进一步，Ni-Al基氧化物及转移加氢体系对于多种

区域，我国沼气工程的稳定运行一

靠、易于操作，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表明

α,β-不饱和醛的转移加氢反应均表现出优异性能，

直是行业难点。青岛能源所工业生

NiO、Co3O4、LaFeO3和CuO等金属氧化物在转移加氢

具有很好的工业化应用前景。

物燃气研究中心前期开发出了高效

反应中具有优异的活性和选择性。但是，如何提高金

上述工作发表在《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产沼气的高浓度厌氧发酵技术，通

属氧化物催化剂在转移加氢的还原性氛围中的稳定性

A》杂志上（DOI: 10.1039/D0TA08363A），第一作者

过关键设备的创新开发及科学的流

仍存在巨大挑战。

是青岛能源所的潘政宜博士，通讯作者是中国科学技

体力学模拟与优化，最终集成开发

近日，青岛能源所王光辉研究员带领的多孔催

术大学张文华副教授和青岛能源所的王光辉研究员。

出了高浓度厌氧发酵整体反应器技

化材料研究组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张文华副教授

该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

术，大幅提升了厌氧反应器的物料

报道了一种新型的、具有空心结构的Ni-Al水滑石基

等项目的资助。

发酵浓度，大幅降低了工程运行的
（文/图 潘政宜）

金属氧化物催化剂，该催化剂在α,β-不饱和醛转移

水耗、热耗和能耗，从而有效提

加氢制备α,β-不饱和醇反应中表现出优异的活性、

相关论文和专利：

升了反应器的整体发酵效率。基

选择性以及稳定性。首先，该工作通过硬模板的方

1. Zhengyi Pan, Haibin Jiang, Bingbing Gong,

于黑龙江克东县建设的产业化示范

法（图1a），构筑了Ni-Al基氧化物空心结构（图1b-

Rong Luo, Wenhua Zhang* and Guang-Hui Wang*.

项目，于2019年12月至2020年4月

h），提高了催化剂的比表面积、孔隙率，增加了催

Layered Double Hydroxide Derived NiAl-Oxide Hollow

之间，完成了整体反应器的单元调

化剂暴露的活性位点，同时有利于反应的传质扩散。

Nanospheres for Selective Transfer Hydrogenation with

试，顺利实现了预定产气率指标，

另外，由于Niδ+（2<δ<3）型酸-碱活性位的形成，

Improved Stability.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

容积产气率达1.2 m3/m3。

Ni-Al基氧化物催化剂经过循环使用12次，没有失活

2020, DOI: 10.1039/D0TA08363A.

现象，表现出优异的催化稳定性，而且循环过程中
α,β-不饱和醇的选择性始终大于99%（图1i-m）。
4

2. 专利：一种制备Ni-Al基氧化物催化剂的方
法。申请号：201911328809.6

日前，通过进一步高浓度厌
氧发酵气液固三相复杂体系流体
力学模拟改进，结合机械搅拌设

图1 通过流体模拟和优化有效提升反应器内传质效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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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证。
该技术的开发和推广获得了中国科学院战略性
先导科技专项（A类）的大力支持。近期，专项项目



组组织专家对示范工程进行了现场调研，认为示范工




定运行的规模化生物天然气工程。同时，投资方飞鹤

 

 








给予了充分认可，并计划以该样板示范为依托，结合




乳业集团还对技术团队的工作及示范工程的运行水平




装备，建成后将成为我国东北地区首个高效低能耗稳







程完全采用课题组自主开发的高浓度发酵技术和全套



飞鹤乳业打造“牧场（青储饲料）-养殖（奶牛）-粪
图2 导专项专家组在示范工程现场调研

污（秸秆）-发酵产天然气-有机肥还田”种养一体化

备的改进和优化，运行负荷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单
3

个5000m 反应器的风干秸秆进料量（干重）由15t提
3

然气工程，打造飞鹤乳业创新生态循环模式。
本项目的高效运行，为生物天然气技术在东北

升至25t，有机负荷（kgVS/m /d）由2.7提升至4.5，

地区的产业推广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对解决我

整体反应器进料负荷提高了60%以上，整体反应器

国东北地区秸秆综合处理、弥补天然气缺口、循环农

3

3

的容积产气率（m /m ）有望提升至2.0，从而为后续
的技术指标提升和更高效运行工艺的开发提供了重




的战略，围绕飞鹤乳业产业链建设一批规模化生物天

业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文/赵玉中 图/魏峰）

图1（a）原位扫描透射电镜差分相衬成像技术工作原理示意图；（b）钴酸锂/硫化物固

固态能源系统中心首次实现硫化物基固态电池界
面锂传输的原位可视化和内电场调控
崔光磊研究员带领的固态能源系统中心采用原位扫描透射电镜差分相衬成像技术首次实
现了钴酸锂/硫化物电解质界面锂离子传输的可视化研究，并且通过设计制备具有非连续
分布钛酸钡（BaTiO3）纳米单晶颗粒的界面结构，证明了一种新型的内建电场和化学势
耦合技术改善界面锂传输的可行性，为改善界面锂离子传输和提升电池快充性能提供了
新的技术方案

态电解质界面锂传输行为的原位扫描透射电镜差分相衬成像结果；（c）内建电场和化学
势耦合技术改善界面锂传输机制示意图

传输困难和界面稳定性差等瓶颈问题也严重制约了电

年，通过仿生模拟设计了一种聚合物导电纤维增韧技

池的安全性、能量密度、循环寿命和快充性能，导致

术，提高了硫化物电解质的断裂强度（授权专利：

固态电池的产业化仍然面临各种阻碍。因此，亟需发

ZL201711198632.3）。2018年，基于刚柔并济的设计

展界面高速传输和界面稳定化等固态电池关键技术，

理念，利用聚碳酸亚乙烯酯-Li 10SnP 2S 12超分子化学

突破上述瓶颈，进而推动硫化物固态电池早日上市。

作用，发展了原位聚合一体化固态电池技术，获得

青岛能源所崔光磊研究员带领的固态能源系

比容量和循环性能优异的LiFe 0.2Mn 0.8PO 4基室温固态

统中心聚焦动力电池发展的关键，立足前沿，独辟

锂电池（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 2018, 10, 13588-

采用硫化物固态电解质的固态电池具有高安

下一代动力电池的发展方向之一，丰田、三星、Solid

蹊径，发展了多项硫化物固态电池界面高速传输和

13597）。2019年，在深入认识有机无机复合电解质

全、高能量密度、长循环寿命等优势，预计将比现有

Power、宁德时代等行业巨头对这一前瞻技术也都进

稳定化关键技术，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为解决

锂传输机制和构效关系的基础上，设计了具有三维双

电池更轻、更持久、更安全、更便宜，因此被认为是

行了积极布局。然而，硫化物固态电解质的界面电荷

固态电池产业化发展的难题奠定了研究基础。2017

连续导电相的聚合物-硫化物复合电解质，提出并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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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离子和电子传输通道的原子尺度原位生成技术，

改善界面锂传输的可行性，为改善界面锂离子传输

件下会选择性结合于一个位点，而

-3

和提升电池快充性能提供了新的技术方案（专利：

在高pH条件下选择性结合于另一

S cm 数量级以上），为开发高安全、高容量、快速

202011101181.9；Nature Communication已接收）。基

个位点，从而形成了在不同pH条

充放电的固态锂电池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专利：

于上述研究进展，从超分子化学和界面构效关系的角

件下两个相互作用位点之间的切换

201910451384.1；201911342394.8）。

度加深硫化物固态电池的关键科学问题理解，并且为

（图1）。随后，研究人员利用核

近日，青岛能源所崔光磊研究员，马君副研究

理性设计高能量密度固态锂金属电池和解决其技术瓶

磁共振、X射线晶体学、微量热、

员与天津理工大学李超博士、罗俊教授，中国科学院

颈提供了建设性方案（Adv. Mater. 2019, 31,1902029；

分子动力学模拟等多种生物物理技

物理研究所谷林研究员合作，采用原位扫描透射电镜

Matter 2020, 2, 805-815）。

术，揭示了这两个蛋白模块相互作

实现电子、离子快速传输（室温离子电导率可达10
-1

差分相衬成像技术首次实现了钴酸锂/硫化物电解质

上述工作得到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

用在pH依赖性方面的化学和结构

界面锂离子传输的可视化研究，并且通过设计制备具

科学基金委、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山东省科

机制：对接模块上两个结合位点的

有非连续分布钛酸钡（BaTiO3）纳米单晶颗粒的界面

学技术厅等项目的支持。

多对不对称残基，以及粘连模块上

结构，证明了一种新型的内建电场和化学势耦合技术

（文/图 马君 王龙龙）

结合位点处的一段富含负电的柔性
区残基的pKa漂移共同造成了这对
蛋白模块相互作用的pH依赖的位
点切换现象。这种精巧的pH依赖
的蛋白质互作模式不同于其他已知
的pH依赖性蛋白质互作方式，不

代谢物组学研究组研究发现独特的pH依赖蛋白质
相互作用

仅揭示了生命体中可能存在的复杂
分子作用机制，而且为生物材料开
发、蛋白质感应器件设计、合成生
物学元件设计等多种生物技术应用
提供了崭新的素材和方案。

代谢物组学研究组冯银刚研究员带领的研究团队在能源微生物的一对相互作用蛋白质模
块中发现了一种独特的pH依赖的双结合位点切换现象，并阐明了其化学和结构机制，相
关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高影响刊物Science Advances。该研究不仅揭示了生物体系复杂
精巧的调控机制，同时也为pH依赖的蛋白质器件和生物材料开发提供了新的素材，在合
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应用中具有重要价值。

代谢物组学研究组长期致力
于木质纤维素降解利用和生物质燃
料开发，在高效降解木质纤维素的

图1 pH依赖的蛋白质相互作用位点切换。A. 不同pH条件下通过核磁共振观测到的
不同的相互作用位点。B. 两种结合方式的复合物晶体结构。C. pH依赖的结合位点
切换机制的卡通模型。该模型中蓝色为粘连模块，黄色/绿色为一个对接模块上的
两个部分对称的结合位点

分子机器“纤维小体”研究中取得
了多项重要的研究成果，在高温厌
氧菌的遗传改造、代谢工程和合成

业飞是本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代谢物组学研究组冯银刚研究员为本

生物学开发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

论文的通讯作者。该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科院以及以
色列科学基金会的资助。

pH是几乎所有在水溶液中进行的化学反应的重

互作方式具有重要的科学应用价值。代谢物组学研究

的研究方向和国际领先的技术优

要因素，在生命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生物体中有

组长期以来以一种高效降解木质纤维素的多酶复合体

势。该论文所报道的研究成果是代

许多pH依赖的蛋白质功能开关，不仅可调控细胞的

“纤维小体”为对象开展研究，并在研究一种产溶剂

谢物组学研究组长期坚持在木质纤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126/sciadv.abd7182

生理和生化过程，而且可作为生物技术开发中的关键

梭菌——丙酮丁醇梭菌——的纤维小体时，发现了一

维素降解利用和“纤维小体”研究

X. Yao, C. Chen, Y. Wang, S. Dong, Y.-J. Liu, Y. Li, Z. Cui, W. Gong, S.

感应器件和功能开关。目前已知的pH依赖的蛋白质

种全新的pH依赖的蛋白质相互作用变化方式。研究

中取得的重要成果。代谢物组学研

Perrett, L. Yao, R. Lamed, E. A. Bayer, Q. Cui, Y. Feng (2020) Discovery and

构象变化都是通过感应pH变化实现“打开-关闭”式

人员通过核磁共振技术发现该细菌中的一对纤维小

究组博士生姚形哲、助理研究员陈

mechanism of a pH-dependent dual-binding-site switch in the interaction

的开关切换控制，因此发现新型的pH依赖的蛋白质

体组装模块——粘连模块和对接模块——在低pH条

超、蛋白质设计研究组副研究员王

of a pair of protein modules. Sci. Adv. 6, eabd7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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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冯银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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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储能材料与技术研究组开发出高性能无钴富
锂锰基正极材料体系
武建飞研究员带领的先进储能材料与技术研究组近日在富锂正极材料的基础上实现无钴
化，成功开发出高性能无钴富锂锰基正极电池体系，这不仅降低了正极材料的成本，而
且进一步提升了富锂正极材料的电化学性能。

随着电动汽车的持续发展，对于长续航动力锂

成为了电池发展的趋势，无钴电池正是基于这一现实

电池的需求日益增加。富锂锰基锂电池正极材料因

情况而诞生。自从特斯拉提出“无钴电池”的口号之

其高比容量、高工作电压、热稳定性好、低成本等

后，牵出了业界在无钴电池上的多方面努力。众所周

优点一直备受关注，是一种非常有潜力的动力型正

知，正极材料中去钴或者少钴，面临的技术挑战之一

极材料。但是其本身在循环中首效低、循环性能和

就是如何解决锂镍混排以及金属溶出的问题，否则正

倍率性能差、电压衰降严重、无相匹配的高压电解液

极材料的稳定性、循环性能、倍率性都非常差。普遍

等缺点也阻碍了其进一步商业化和产业化的发展。

的“无钴”概念是将正极材料中的钴含量降低，进而

青岛能源所武建飞研究员带领的先进储能材料与技

用掺杂包覆其它元素的方法来“补偿”，从而保证正

术研究组，立足前沿，针对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的发

极材料的结构稳定性。

展瓶颈开发了多项改性策略和关键技术，取得了重

武建飞研究组不断跟进行业发展动态，在高性

要成果（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744 (2018)：

能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的基础上继续开展了无钴正极材

41-50，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 2020，online；

料的研究。近日，该研究组在富锂正极材料的基础上

专利CN201911201192.1，CN201811106607.2，

实现无钴化，成功开发出高性能无钴富锂锰基正极电

CN202010098277.8），为解决富锂锰基正极材料产业

池体系，这不仅降低了正极材料的成本，而且进一

化的发展难题奠定了研究基础。

步提升了富锂正极材料的电化学性能，可谓是一举两

图1 无钴富锂锰基正极材料体系的电化学性能（A-F）和相关结构表征（G-L）

作为动力电池正极材料中的重要元素之一，钴

得。该无钴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的首次放电比容量达到

起到稳定材料结构和提高循环、倍率性能的重要作

250 mAh·g-1（图1A）的同时，去钴后的富锂正极材

用。然而，钴作为不可再生金属，资源量稀缺，有限

料反而其使循环寿命得到大幅提升，在0.5C倍率下经

时，该体系使用了比普通体系更低浓度的锂盐电解液

的竞争优势。对于电池行业而言，这不仅可以使锂电

的钴资源无法支撑新能源汽车无限的发展空间。另一

过300次充放电循环后仍有96%的高容量保持率（普

（＜1M-LiPF6），在大幅度提升无钴富锂材料的电化

池成本降低，寿命提升，同时可以提升电动汽车的续

方面，钴对正极材料本身的成本影响也很大。由于钴

通富锂正极材料只有50%，图1B）。此外，倍率性能

学性能的同时进一步降低了电池体系的成本。

航里程，为长续航动力锂电池提供了关键的材料解决

需求的增加，钴的价格在过去几年持续增长，这对电

也获得极大地改善而且回复率高（图1C）。更重要

无钴富锂锰基正极材料体系的开发，实现了真

方案。该体系的开发将丰富无钴电池市场，进一步推

池行业的低成本是一个挑战。钴的稀缺和高价格将逐

的是，该无钴富锂锰基体系对抑制循环过程中的电压

正意义上的正极材料无钴化，大大降低了正极材料的

动无钴电池的发展，并且有望实现无钴富锂锰基锂离

渐限制电动汽车市场的未来，如果将电池中的钴成分

衰降表现非常出色，经过100圈循环后几乎没有明显

成本，而且突破性的提高了富锂锰基正极材料的循

子电池的产业化应用，具有很大的商业化前途和应用

降低甚至取消，电动车将会更具性价比。因此，开发

的电压衰降（图1F）；即使经过大电流的长循环，正

环稳定性并且更好地抑制了循环过程中的电压平台衰

价值（专利CN202011120181.3）。

钴含量较低的正极材料至关重要，低钴甚至无钴逐渐

极材料的结构也能保持很好的稳定性（图1L）。同

降，这将更加凸显富锂正极材料在与其他正极材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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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宋德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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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物组学研究组开发出高产多不饱和脂肪酸的
细胞工厂

藻油被我国卫生部批准为新资源食
品，其食品安全性已得到广泛的认
证。但是由于裂殖壶菌作为一种非
模式真核生物，其遗传操作体系还
不完善，人们对其油脂合成路径的

崔球研究员带领的代谢物组学研究组基于病毒2A肽自剪切的特点，成功开发了基于2A肽
的裂殖壶菌的多基因表达体系，实现了裂殖壶菌的多基因表达（图1A），并利用该体系
将外源的EPA合成基因簇在裂殖壶菌中进行异源表达，使得EPA产量提高5倍。该成果被
食品科学领域的知名期刊Journal of Agriculture and Food Chemistry以内封面文章的形式
报道。

理解也非常有限，成为进一步通过
代谢工程提升和改良其油脂产量及
品质的主要障碍。
青岛能源所代谢物组学研究
组长期以来致力于裂殖壶菌的遗传
改造、作用机制及代谢工程研究，
图2 发酵检测裂殖壶菌中的总油脂（TLs）和DHA产量

通过人工改造裂殖壶菌提高其EPA/
DHA产量，用于补充现有PUFAs产

Ａ

Ｂ

品的不足。近日，该研究组基于病
毒2A肽自剪切的特点，成功开发

克服了裂殖壶菌在遗传操作工具不足难以进行多基因共表达的困难，

了基于2A肽的裂殖壶菌的多基因

这一成果为裂殖壶菌的遗传改造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同时也为其他

表达体系，实现了裂殖壶菌的多基

真菌中多基因共表达提供了范例。作用于裂殖壶菌PUFA合成途径的

因表达（图1A），并利用该体系

PPTase的发现，加深了人们对裂殖壶菌PUFA合成的理解，为进一步的

将外源的EPA合成基因簇在裂殖壶

遗传改造提供了新的靶点。这些成果展示了裂殖壶菌可以作为PUFA生

菌中进行异源表达，使得EPA产量

产的底盘细胞，具有巨大的代谢工程开发潜力。

提高5倍。该成果被食品科学领域

以上工作由代谢物组学研究组完成，崔球研究员和宋晓金副研究

的知名期刊Journal of Agriculture and

员为通讯作者。以上工作得到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山东省自然科学

Food Chemistry以内封面文章的形式

基金重大基础研究项目资助。

报道（图1B）。同时，该研究组通
图1 高产EPA的裂殖壶菌细胞工厂构建 A基于2A肽的裂殖壶菌多基因表达体系构建；B内页封面图案

过生物信息学方法首次鉴定到特异

（文/图 王森 宋晓金）
原文链接：

性作用于裂殖壶菌PUFA合成途径

1. Wang, S., et al., Optimizing eicosapentaenoic acid production by

的磷酸泛酰巯基乙胺基酰基转移酶

grafting a heterologous polyketide synthase pathway in the Thraustochytrid

多不饱和脂肪酸（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目前人们获取EPA/DHA产品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海

（Phosphopantetheinyl transferase，

Aurantiochytrium.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2020. DOI:

PUFAs）是构成细胞膜的重要结构成分，具有重要

洋渔业资源提取（例如鱼油），然而，随着海洋渔

PPTase）。通过生理生化实验确

10.1021/acs.jafc.0c04299.

的生理功能。其中，具有代表性的ω-3型多不饱

业资源的日益耗竭、以及海洋环境的逐年恶化，传

定该PPTase的功能特性，并将其

和脂肪酸二十碳五烯酸（EPA）和二十二碳六烯酸

统来源的EPA/DHA产品面临着资源难以持续、污

在裂殖壶菌中进行过表达，使得

2. Wang, S., et al., PUFA-synthase-specific PPTase enhanced the

（DHA），是人体自身不能直接从头合成又不可缺

染风险大和感官品质低等问题。因此，研究开发新

裂殖壶菌的DHA和PUFA产量分

polyunsaturated fatty acids biosynthesis via the polyketide synthase pathway

少的重要营养素。EPA被誉为“血管清道夫”，具

的EPA/DHA资源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裂殖壶菌

别提高36%和18%（图2）。相关

in Aurantiochytrium. Biotechnology for Biofuels. 2020. DOI: 10.1186/s13068-

有调节血脂、降低血液粘稠度、预防血栓形成等生

（Aurantiochytrium sp.）是目前工业化发酵生产PUFAs

成果也已发表于Biotechnology for

020-01793-x.

理活性，DHA是大脑和视网膜组织中磷脂的重要组

的代表性物种之一，它具有高生物量、高油脂含量、

Biofuels。

成物质，它们对促进人体的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

易培养等特点。2010年，利用裂殖壶菌生产的DHA

12

基于2A肽的多基因表达系统

https://pubs.acs.org/doi/10.1021/acs.jafc.0c04299

https://biotechnologyforbiofuels.biomedcentral.com/articles/10.1186/
s13068-020-0179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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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细胞中心建立NanDeSyn数据库支撑“绿色重
生”国际合作计划
徐健研究员带领的单细胞中心以及来自中国、韩国、德国、美国、法国等14个实验室的
国际联合团队，为了促进全球微拟球藻研究群体的资源共享和通力合作，加速工业产油
微藻合成生物学和分子育种技术的进展，近日发布了“微拟球藻设计与合成数据库”。

国、法国等14个实验室的国际联
合团队，发布了“微拟球藻设计
与合成数据库”（NanDeSyn; http://
www.nandesyn.org）。该工作近日

RNA等的功能基因组学和表观遗传学数据。同时，通

据库的基础上，该国际合作研究网络将不断拓展，共

过网站提供了基因信息搜索、基因组比对、共线性分

同推动以微拟球藻为底盘的光驱固碳合成生物学技术

析、基因富集分析、代谢通路分析、基因组浏览器等

（“绿色重生”研究计划）的实施。

在线数据挖掘工具。此外，还结合文献调研，展示了

该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重点

每个基因的研究现状，以及相应的基因突变载体和突

研发计划、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委、韩国科学技术信

变株等信息，以支撑这些研究材料的无偿共享。

息通信部等的资助。
（文/公衍海 图/刘阳）

NanDeSyn的贡献者是一个开放式的国际合作研究
网络（图1）。除了青岛能源所外，该网络还包括韩

原文链接：

国科学技术院（KAIST）、韩国国立蔚山科学技术院

Y. Gong+, N. K. Kang+, Y. U. Kim, Z. Wang, L.

（UNIST）、韩国生命工学研究院（KRIBB）、韩国忠

Wei, Y. Xin, C. Shen, Q. Wang, W. You, J.-M. Lim, S.-

南大学（CNU）、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美国能源部植

W. Jeong, Y.-I. Park, H.-M. Oh, K. Pan, E. Poliner, G.

物研究实验室（PRL）、法国原子能研究所（CEA）、

Yang, Y. Li-Beisson, Y. Li, Q. Hu, A. Poetsch, E. M.

德国波鸿鲁尔大学（RUB）、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

Farre, Y. K. Chang*, W.-J. Jeong*, B.-r. Jeong*, J. Xu*,

点国家实验室（QNLM）、中国海洋大学（OUC）、美

The NanDeSyn Database for Nannochloropsis systems and

国马里兰大学（UMD）、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synthetic biology, Plant J (2020), DOI: 10.1111/tpj.15025.

（IHB）、美国伊利诺伊大学（UI）等。在NanDeSyn数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tpj.15025

发表于《植物学期刊》（The Plant
Journal）。
微拟球藻作为一种“光合酵
母”底盘细胞具有重要特色：仅有
~30M碱基对的单倍体核基因组、
DNA转化简易可靠、基因组编辑效
率高，而且基因表达调控技术灵活

催化聚合与工程研究组发展聚酯的可控聚合和高
效解聚新方法

多样。同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功
能基因组学数据，以及质粒、突变
图1 微拟球藻设计与合成计划（NanDeSyn）的国际合作研究网络

株等遗传资源。为了促进这些宝贵

The world map is from https://www.un.org/Depts/Cartographic/english/htmain.htm

资源的共享，协力推动工业产油微

编辑：单细胞中心

藻合成生物学和分子育种技术，青

王庆刚研究员带领的催化聚合与工程研究组成功发展了一种应用于内酯可控聚合和聚酯
高效解聚的催化体系。催化剂采用无毒且生物相容性好金属锌试剂，使得聚酯生产过程
及产品更加绿色环保。

岛能源所单细胞中心公衍海、韩国
工业产油微藻能够规模化地利用光能将二氧化碳和水转化为油

科学技术院Nam Kyu Kang等带领的

脂，因此是人类社会粮食、营养和燃料可持续供应的潜在解决方案之

国际联合开发团队，建立了“微拟

一。作为一种模式工业产油微藻，微拟球藻（Nannochloropsis spp.）

球藻设计与合成数据库”。该数据

废弃塑料产生的“白色污染”是当今人类面临

如聚乳酸PLA、聚己内酯PCL、聚羟基脂肪酸PHA

不仅在藻类养殖产业上有广泛应用，而且已经成为一个备受重视的藻

库系统地收集和整合了包括微拟球

的最为紧迫的环境问题之一。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

等）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生物降解性，且物理机

类系统生物学与合成生物学研究体系。为了促进全球微拟球藻研究群

藻属内所有种的最新基因组序列、

展和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可降解的绿色功能材料

械性能等可与石油基塑料相媲美，因此成为理想的替

体的资源共享和通力合作，加速工业产油微藻合成生物学和分子育种

基因注释、转录组、蛋白组、小

成为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也是科学研究的前沿和重

代材料。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满足绿色循环和可持续

点。由内酯单体开环聚合制备的脂肪族聚酯材料（例

发展的需求，废弃聚酯材料的再利用问题也得到了广

技术的进展，青岛能源所单细胞中心以及来自中国、韩国、德国、美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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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生物技术与制造创新创业共同体获批

日前，山东省科技厅公布第三批省级创新创业共同体名单，我所作为核心

1

共建单位建设的山东省生物技术与制造创新创业共同体（简称“省生物技术共
同体”）正式获批。
在省生物技术共同体筹建过程中，青岛能源所主要承担了建设方案编制工
作，包括理事会和运营机构组建等。后续建设开展将着重发挥我所微生物制造
工程中心、单细胞中心、代谢物组学研究组、作物分子育种研究组、分子微生
物工程研究组、工业生物燃气研究组等生物领域相关团队的作用，突破关键技
术、实施产业化示范，更好地支撑全省乃至全国生物产业高质量发展。
2019年3月，山东省政府发布《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打造“政产学研金服
图1 Zn(HMDS)2 催化环酯开环聚合以及聚酯可控解聚

用”创新创业共同体的实施意见》（鲁政字〔2019〕49号），实施5年培育30个
以上省级创新创业共同体计划，促进“政产学研金服用”创新要素有效集聚和
优化配置，形成“1+30+N”的创新体系。

泛关注。聚酯塑料作为可降解材料，虽然可以自然降

值的有机小分子，从而实现废弃聚合物的循环利用。

解为二氧化碳和水，但通常需要一定的环境条件且耗

该成果使用同一催化剂既能实现可控聚合获得聚酯材

时较长。通过高效催化解聚技术使废弃聚酯转化为有

料，也可以通过高效解聚实现废弃聚酯材料到小分子

价值的化学品，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绿色可降解材

化合物，从而实现真正的绿色循环过程，更好契合了

料循环利用，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与应用前景。

可持续发展原则。

省生物技术共同体由山东省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管委会
（简称“黄三角农高区”）牵头建设、担任理事长单位，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
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山东能源研究院）、山东大学（国家糖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山东省药学科学院等单位作为核心依托、担任副理事长单位。省生物技
术共同体战略定位以服务国家农高区以及全省生物产业提质升级为目标，以生
物农业、生物健康、生物化工产业转型升级为重点，联合省内外“政产学研金

近日，青岛能源所王庆刚研究员带领的催化聚

该部分研究成果已经申请国际PCT专利和中

合与工程研究组成功发展了一种应用于内酯可控聚合

国发明专利，并近期以“Zn(HMDS) 2 as a versatile

和聚酯高效解聚的催化体系（如图1所示）。催化剂

transesterification catalyst for polyesters synthesis and

采用无毒且生物相容性好金属锌试剂，使得聚酯生产

degradation towards a circular materials economy approach

技术瓶颈，加快培育更具原创力和竞争力的盐碱地生物种业、生物医药、健康

过程及产品更加绿色环保。在醇类引发剂的参与下，

(DOI: 10.1021/acssuschemeng.0c07595)” 为题发表

功能食品、农业绿色投入品、石化转型与生物替代等产业集群，打造国家级生

该催化聚合体系对包括丙交酯、己内酯、戊内酯等各

在化学领域重要期刊ACS Sustainable Chemistry &

物技术创新高地和产业高地。

种不同结构的内酯单体均表现出优异的催化聚合活

Engineering上，博士研究生杨茹琳为该论文第一作

性，获得结构及性能各异的聚酯材料。非常有趣的

者，徐广强副研究员与王庆刚研究员为该论文通讯作

是，在研究聚酯材料的微观结构过程中，发现了部分

者。该工作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山东省人才工

“链转移”的聚酯产物，表明该催化剂同样具有催化

程基金、青岛能源所“一三五”重点培育和两所融合

解聚的功能。通过改变反应条件，利用该催化剂在温

基金等项目的支持。

和条件下即可实现聚酯材料的高效解聚，获得高附加
16

服用”各要素资源聚集，建立“政府牵头多核驱动”创新体制和运营模式，建
设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与各要素深度融合的融通创新体
系，以问题、市场为导向，着力解决制约生物技术与制造产业发展的共性关键

（文/图 杨茹琳 徐广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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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能源研究院组群建设方案通过专家论证

青岛能源所召开“所、院、室”三位一体发展战略暨
“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启动会

2月6日，依托青岛能源所建设的山东能源研究院组织召开了组群建设方案
专家论证会。来自清华大学、山东大学、青岛科技大学、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
所、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中科院海洋所的8位领域专家和财务专家
组成专家组，山东大学微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友明教授担任专家组
组长。青岛能源所党委书记、山东能源研究院副院长彭辉出席会议并致辞，山
东能源研究院副院长吕雪峰、徐峰，科技处、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处、人事教
育处、财务资产处负责人和组群相关科研人员参加了会议。科技处处长梁向峰
主持会议。
会议首先听取了梁向峰关于能源研究院建设背景、组群建设定位和进展以
及此次专家评议论证方案的介绍。随后，徐健研究员、吕雪峰研究员、咸漠研
究员、崔光磊研究员、郭荣波研究员、田亚峻研究员分别代表六个组群作了组
群建设方案汇报。专家与各组群负责人针对组群建设定位、主要科研布局、人
才引进培养、预期重大产出和经费使用方案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
专家组对山东能源研究院以建设“大团队作战”的组群为引领、以促进重
大成果产出为目标的体制机制创新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一致同意单细胞中心、
微生物制造工程中心、材料生物合成技术中心、固态能源系统技术中心、工业
生物燃气研究中心以及泛能源大数据与战略研究中心6个组群的建设方案。专
家们还对各组群今后的发展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和建议，认为各组群发展潜力巨
大，但也面临诸多挑战。应在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同时，重视地方经济发展的
特色和需求，充分发挥已有科研基础和人员力量，进一步完善科技布局、组建
核心的研究及工程队伍、搭建科研和中试平台，确保重大原始创新和关键技术
等有影响力的成果的快速产出，为山东省能源和相关产业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彭辉总结发言，首先他代表山东省能源研究院对各位专家紧张有序的辛勤劳
动和提出的宝贵建议表示感谢。下一步山东省能源研究院将根据专家们的意见建
议，对组群建设方案进行修订和完善。并且在山东能源研究院建设方面，进一步
加强探索研究院建设的体制机制、加强引进和培养高层次科技人才、加强与行业
龙头企业合作，促进重大成果产出，确保山东能源研究院的高质量发展。
本次专家论证会的顺利召开，标志着山东能源研究院的科研组织架构建设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专家组的建议对各组群建设以及整个山东能源研究院未
来科技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

18

1月29日，研究所“所、院、室”三位一体发展战略暨“十四五”规划编
制工作启动会召开。会议由研究所副所长吕雪峰主持。
会上，研究所党委书记彭辉以“强化使命担当促发展提升创新水平谋
自强—深入学习中国科学院2021年度工作会议报告”为题作了专题报告。彭

3

辉指出，2020年以来，中国科学院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众志成
城、共抗疫情、勇攀高峰，取得了一批原创性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系统总
结了“率先行动”计划第一阶段取得的成效，进一步强化重大科技任务的组
织领导和统筹协调，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为全国科技创新能力提升提
供了强大动力和根本保证。2021年，面对新形势，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
党中央对中科院提出了新要求，要紧紧围绕“四个率先”和“两加快一努
力”，坚持以创新为核心，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首要重点工作，牢记
初心使命，聚焦主责主业，着力为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提供重要保障。科学院
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提出九项年度重点工作，确保
“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研究所要深入学习科学院2021年度工作会议精
神，提高责任意识，强化使命担当，加强统筹谋划，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推
进研究所创新发展，加快提升科技自立自强能力。
会上，科技处处长梁向峰和副处长李敬分别以“山东能源研究院2020年
省拨经费使用计划”和“‘所、院、室’三位一体发展战略‘十四五’规划
编制工作方案”为题作了专题报告。与会人员就研究所“十四五”规划等展
开深入讨论交流。
吕雪峰指出，适逢“十四五”开局之年，国家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首次
将科技自立自强摆在规划任务的首位，既是对科研人员的激励和鞭策，又是
科研人员必须肩负的历史使命，研究所要深刻把握这一重大历史机遇，立足
自身定位，结合“所、院、室”三位一体发展战略，深入凝练国家经济发展
和山东省、青岛市产业升级中的重大关键科学问题，加强顶层设计和规划引
领，科学谋划，超前部署，为研究所“十四五”发展谋新篇、起好步、开好
局。
彭辉在总结讲话时指出，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提高思想意识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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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崂山区区长王锋一行调研山东能源研究院
身站位，着力提升原始创新和关键技术攻关能力；要坚持面向国家重大发展战
略需求，聚焦科学院定位，通过原创性的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引领国家科

1月25日，崂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锋，崂山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刘大

技创新发展；要坚持面向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需求，聚焦制约区域经济发展和产

川、区政府副区长吕恒良一行来到山东能源研究院园区进行调研。山东能源研

业转型升级的“卡脖子”技术，加强对标产业需求，深化院企合作，着力推动

究院副院长、青岛能源所党委书记彭辉，研究所党委副书记许辉，办公室、知

山东省和青岛市高质量发展。“所、院、室”三位一体发展，既要有增量，又

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处、基建处负责人及相关人员陪同参加此次调研活动。

要有深度，要深刻领会“三个统筹”重要思想，做出真正的具有显示度的科技
创新成果。
研究所组群/研究组负责人、管理支撑部门负责人等参加会议。

5

彭辉对崂山区领导一行来园区调研表示欢迎，并感谢崂山区一直以来对研
究院的大力支持。随后许辉介绍了山东能源研究院的建设进展和下一步工作计
划。正在进行的一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位于滨海大道东侧的285亩地内，目前已
完成前期大部分前期报批手续，预计将于今年上旬正式开工建设。
王锋表示，此次调研希望进一步了解山东能源研究院建设情况及推进过程

4

中遇到的困难，崂山区各主管部门将积极配合山东能源研究的基础设施建设并
为后期的西区产业化发展做好服务。双方就山东能源研究院的建设情况展开了
讨论，就需要青岛市提供支持与指导的事宜进行了交流。
崂山区领导于显胜、李维波，崂山区政府办公室、区自然资源局、崂山湾
国际生态健康城开发中心、王哥庄街道办事处、崂山规划分局主要负责人等陪
同调研。

青岛市委常委、副市长薛庆国一行调研

6

山东能源研究院

2月20日，市委常委、副市长薛庆国一行来到山东能源研究院园区进行调

青岛能源所联合斯芬克司共建

研，崂山区区委书记孙海生、青岛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中科斯芬克司药物合成特种酶联合实验室

局有关负责人及崂山区政府有关负责人等陪同调研。
山东能源研究院副院长、青岛能源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彭辉对山东能源研究
院将来的发展规划，人才队伍，科研布局和产业化布局等方面情况进行了全面的
介绍，并详细讲解了山能院一期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情况及方案。

20

青岛能源所联合斯芬克司药物研发（天津）股份有限公司围绕绿色制药

薛庆国详细了解了山东能源研究院目前的规划进展、人才引进及中试产业化

开发酶法生物合成新工艺，打造药物合成特种酶元件库和产研合作平台，共建

规划等情况后表示，市里会继续支持山东能源研究院的发展，后期崂山区要积极

“中科斯芬克司药物合成特种酶联合实验室”，1月21日上午在青岛能源所举行

与山东能源研究院开展合作，为研究院后期的发展做好支撑保障。

了揭牌仪式。青岛能源所党委副书记许辉，包头市新型工业园区管委会党工委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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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能源所与青岛市园林局签约共建

书记李锁，斯芬克司药物研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姚庆佳，青岛能
源所副所长、微生物制造工程中心主任吕雪峰共同为联合实验室揭牌。斯芬

特色种质资源库

克司公司董事会秘书齐竞烨，包头市土右旗招商局局长厍瑞杰，研究所知识
产权与成果转化处、科技处、微生物制造工程中心相关科研管理人员参加揭
牌仪式。

2月9日下午，由研究所党委书记彭辉带队，党委副书记许辉、能源作物

揭牌仪式后，双方举行了联合实验室工作会。会上，许辉对姚庆佳一行

分子育种研究组、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处、莱西市产业技术研究院等部门负责

表示欢迎，希望双方依托联合实验室平台，聚焦产业需求，攻关关键技术，

人一行赴青岛市园林和林业局访问交流并签署框架合作协议。市园林局党组书

促进成果产出。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处介绍了研究所“三位一体”发展历程

记、局长韩守信，副局长耿以龙、吴显烨，办公室、园林和林业建设处、市场

和学科建设情况，强调研究所立足山东、服务全国区域发展的理念，并对山

配置促进和改革发展处、市园林和林业综合服务中心、市果树园艺总场等部门

东能源研究院和青岛新能源山东省实验室的建设规划和布局、发展理念、目

负责人共同出席。

标和定位做了重点介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

姚庆佳介绍了斯芬克司药物研发股份有限公司过去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和

念，及“要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抓紧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

未来发展规划，强调了企业立足健康行业为大健康服务的企业纲领。斯芬克

种，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种业安全”、“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

司作为国内融研发和生产为一体的药物合成外包服务上市公司，在药物有机

打一场种业翻身仗”的指示精神。双方将围绕区域新旧动能转换与经济社会发

合成领域实力雄厚、资源丰富，与国内外众多知名药企建有长期合作伙伴关

展重大需求，基于青岛市的地理区位和植物资源多样化优势，依托研究所的科

系，产品涵盖众多临床前及临床期原料药和关键中间体。根据公司发展需要

技创新人才、平台与成果优势，决定在青岛市共建特色林草种质资源库基地。

和绿色制药的指导理念与研究所建立技术对接，双方将在生物制药及酶法合

资源库定位于服务青岛市、乃至全国特色植物种质资源的收集、整理、保存、

成领域围绕技术开发、平台建设、人才培养和成果转化等方面进行产学研全

研究和开发利用等。

方位的深度合作，为绿色创新、推动我国制药行业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吕雪峰表示联合实验室将以药物合成特种酶元件库的构建为研发核心，
重点围绕酶的挖掘、筛选及在药物合成工艺中的开发和应用等展开研究，建

7

通过加强科技创新与区域产业发展相结合，促进科研成果转移转化，配合
“十四五”青岛国际种都发展规划，致力于服务现代农、林、牧业，以及能源
产业、城市环境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立并完善绿色制药合成中重要催化酶类的生物元件库，打造药物及中间体酶

8

法生物合成研究平台，进一步提升双方的研发水平和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实
现药物有机合成和生物催化的紧密结合，推动医药行业可持续发展。此外，
双方还将基于联合实验室强化微生物制造工程中心微生物合成支撑技术研究
组的建设、加强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和政府项目申报等工作。

德国巴伐利亚州中国代表处来所调研

李锁就包头市土右旗新型工业园区的产业研究、产业规划、及产业园区
招商引资政策等做了系统介绍，表示将进一步支持斯芬克司公司在土右旗的
生产基地，并希望在生物能源、医药、生物材料等领域与研究所进一步加强
交流拓展合作。
会议期间，姚庆佳一行还参观了研究所展厅与微生物制造工程中心实
验室，双方就生物医药、酶法合成、新型药物绿色合成工艺的开发等领域进
一步扩大合作达成了初步共识，携手打造一流的药物合成特种酶产研合作平
台。

22

1月22日，德国巴伐利亚州中国代表处华北与华东地区代表刘玉一行应邀访
问研究所。
研究所科技处介绍了研究所、山东能源研究院基本情况，国际合作总体情
况以及对德合作具体情况。刘玉介绍了德国巴伐利亚州的总体情况，与山东省
友好省州的合作情况，并重点介绍了该州近期发布的氢能规划及相关集群和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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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低质生物质气化合成

盟情况。膜分离与催化研究组组长江河清研究员代表氢能与燃料电池研究室介
绍了研究所在相关领域的科技布局、研发方向、人才队伍和成果产出。双方就
下一步在建立友好省州的基础上，推进氢能及其他领域的交流合作进行了探讨

混合醇燃料技术”项目2020年度工作会议在青岛召开

并达成初步共识。
山东省与巴伐利亚州于1987年确立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是该州在欧洲地
区以外拥有最长合作历史的伙伴省。34年来，在双方政府密切联系推动下，两
地在经贸、文教、卫生医学、环保能源等领域深化了往来与合作，开展了全方
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友好交流，已被公认为中德地方友好关系的典范。

3月26日-27日，由华中科技大学陈汉平教授主持、青岛能源所吴晋沪团
队参与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低质生物质气化合成混合醇燃料技术”项目年度

巴伐利亚州是宝马、西门子等世界著名公司的总部所在地，是名副其实的

工作会议在青岛召开。科技部专家、东南大学能源与环境学院院长肖睿教授、

“欧洲科技重地”。2019年，该州成立了专门的氢能研究机构——“巴伐利亚

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孙永明研究员，项目组责任专家马隆龙、易维明、张大

氢中心(H2.B)”，同时与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合作成立了“巴伐利亚氢能联

雷、雷廷宙出席了会议。来自华中科技大学、青岛能源所、中科院广州能源研

盟”。2020年发布了《巴伐利亚氢能战略》，促进氢技术的研究开发以及基础

究所、中科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厦门大学、北京化工大学、河南省科学

设施建设和示范应用。

院、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辽宁省能源研究所有限公司等

10

项目承担单位的50余名科研人员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华中科技大学科发院项目主管裴宇翀主持，我所科技处处长梁向峰

9

致欢迎词。梁向峰介绍了项目的立项背景与意义、研究内容与目标、项目组织
与管理等情况。随后，5个课题负责人分别介绍了课题的实施路线与计划以及
取得的最新科研进展。该项目以实现低质生物质气化合成低碳混合醇技术体系

刘中民会见韩国驻青岛总领事金敬翰

为目标，重点开展生物质高效低成本定向气化、合成气净化与调变协同耦合、
低碳混合醇绿色化学合成与精准分离、合成气定向生物合成乙醇与低耗提纯等
技术研究，在青岛试验基地拟建立百吨级中试平台并完成生物质气化合成低碳

4月1日上午，青岛能源所所长、山东能源研究院院长刘中民会见了韩国驻
青岛总领事金敬翰一行。青岛能源所党委副书记、山东能源研究院副院长徐峰，
泛能源大数据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田亚峻，科技处处长梁向峰等陪同会见。
刘中民对金敬翰总领事的来访表示诚挚欢迎，并向他介绍了青岛能源所的
发展历程、山东能源研究院的建设情况、以及代表国家出席的能源领域相关国际
交流情况。刘中民表示，研究院在总领事的关心和支持下，愿意继续与韩国合作
伙伴建立并持续推进交流与合作。
金敬翰感谢研究院的热情欢迎，并介绍了为筹备“中韩建交30周年”总领
事馆拟推出的一系列双边交流活动。金敬翰表示，环境与能源将是韩国与山东省
推进未来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希望在中韩“文化交流年”期间，邀请山东能源

混合醇集成优化与全流程验证。项目组集中了国内在生物质气化、燃气净化调
变、低碳醇合成、生物发酵等领域的核心研发团队，通过彼此间的互相合作、
优势互补，有望突破生物质气化合成低碳醇路线的关键单元技术，通过中试验
证打通整体工艺流程，实现绿色低碳醇的高效合成，圆满完成科技部十三五项
目的规划目标。
与会专家在听取项目汇报和现场考察中试基地后，对项目组工作给予了
肯定，并指出要进一步聚焦项目任务目标，凝练创新点，体现技术增量，加强
项目、课题内部交流，围绕示范工程加快落实相关研究工作，解决关键科学问
题。项目组下一步将认真梳理和落实领导和专家提出的建议和要求，严格项目
管理，强化协同合作，努力推进实施，保质保量完成各项任务目标。

研究院参与两国相关交流活动的筹备与组织，并以此为契机，不断深化双方在科
技、文化、经济等领域的进一步合作，努力实现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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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能源所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集体学习会

3月23日下午，青岛能源所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

越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心组集体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

党委委员开展了充分的讨论。大家一致表示，

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党委书记彭辉主持

在建党10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

会议，理论学习中心组全体成员参加并作交流发言。

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对于党员尤其是党员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党

领导干部，理论坚定是政治坚定的基础，要以史为

史学习教育的通知》《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鉴、统一思想、学用结合，切实为群众办实事，以党

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的通知》等

史学习教育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入学习党领导中国科

文件精神。彭辉做了题为《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

技事业发展和中科院发展的历史，践行国家战略科技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专题报告，

力量的初心使命。

他从“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三个方面详细阐

随后，研究所党委会审议通过了《青岛生物能

述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党史学习教育的

源与过程研究所党史学习教育工作计划》，要求推进

重点和党史学习教育的工作要求，带领全组成员学习

所党史学习教育内容、形式和方法的创新。党委会还

了中科院党史学习教育的部署安排，就下一步在全所

集体学习了《中国科学院院属事业单位党委建设工作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做出了具体部署。

实施细则（试行）》和《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贯彻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

青岛能源所党委召开专题学习会议
3月11日，青岛能源所党委召开会议，专题学习

主基调不动摇，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院

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及《中国共产党党员权

党组决策部署上来，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

利保障条例》，会议由党委书记彭辉主持。

作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

力，确保研究所“十四五”规划任务落实完成。

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

会议还集中学习研讨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

会公报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

保障条例》。彭辉强调，党委委员要进一步深入学习

了过去一年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重大成果，深刻阐述

掌握《条例》，在工作中学好用好《条例》，各党支

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新任务，是推进全面从严

部要通过“三会一课”等形式组织党员开展学习，使

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遵循，是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

广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深入了解《条例》，以保障

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指南。彭辉强调，所党委和所纪委

党员权利，增强党的生机活力。

要深入学习贯彻领会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精神，

会议还传达学习了院2021年党的建设工作要点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旗帜

和青岛市党建统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2条”经验

鲜明讲政治，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切实扛

做法，对下一步开展研究所党史学习教育做了初步部

起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坚持“严”的

署安排。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实施细则》。

瓴、视野宏大、思想深邃，系统阐明了党中央开展党

青岛能源所召开纪委工作会议

史学习教育的时代背景、重点任务、实践要求，为开
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彭辉强调，青岛能源所党委将切实提高思想认
识和政治站位，增强抓好党史学习教育的责任感、使
命感，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
紧抓实抓出成效。已经成立的研究所党史学习教育领
导小组及办公室要切实负起责任，按照中央通知精神
和院党组有关要求，落实好研究所党史学习教育计
划，按照重点任务分解表抓紧时间统筹推进，扎实组
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全所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在党史学习教育中要努力做到“四个结合、两个
促进”，通过学习教育工作，提升思想认识，坚定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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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9日，青岛能源所纪委召开2021年度第二次

制落实落细；强化监督职责，严格执行公开公示制

工作会议，全体纪委委员参加会议，监察审计室人员

度；充分发挥内部审计预防保护和服务促进作用，筑

列席会议。会议由纪委书记李明主持。

牢风险防控体系；持续正风肃纪，巩固和深化研究所

会议重点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

作风学风建设。会议要求，要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把

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科研管理、工程项目管理、科研诚信建设等作为年度

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重要内

工作重点，明确工作目标和责任，创新工作方式方

容。会议强调，全体纪委委员要深入学习领会全会精

法，切实发挥好监督保障作用。

神，要突出政治监督，增强对全面从严治党全局性、

会议上还讨论了2021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

引领性和政治性的把握，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

廉工作计划、内部审计工作计划，并就纪委委员工作

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要全力推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分工、纪委会会议管理办法等进行审议。
27

党建与创新文化

专题

青岛能源所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会
3月30日下午，青岛能源所召开全体党员大会，
对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动员部署。
党委书记、所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彭辉
做了题为《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报

室要切实负起责任，各党支部要结合“三会一课”、
主题党日落实好党史学习教育工作计划，坚持“四个
结合”，努力做到“两个促进”，确保学习教育取得
好的成效。

告，从党中央关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决策、院

彭辉强调，要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坚持创

党组关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工作部署、青岛能源所

新走在前、奋力担当作贡献，以学习教育的实际成

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安排三个方面做了动员部署。

效，为履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使命职责提供坚强政治

彭辉指出，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的
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所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思想

保证与强大思想引领，以科技创新的新进展新成就迎
接建党一百周年。

认识和政治站位，深刻领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

党委副书记、所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副组长

意义，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作为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

徐峰主持会议。他在主持中强调要强化学习教育，要

务抓紧抓好；要明确学习要求和学习任务，推进内

牢记根本宗旨，要提升党性修养，有力有序推进青岛

容、形式、方法的创新，要准确把握和正确履行国家

能源所党史学习教育工作。

战略科技力量的使命担当，要紧密联系群众，聚焦
“急难愁盼”问题；所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及办公

青岛能源所召开2021年工作会议
暨职代会二届十三次代表大会

研究所党委委员、党支部书记、全体党员和共
青团员参加了会议。

青岛能源所工会举办
关于“健康身心，快乐生活”专题讲座

会议现场

为迎接“三八”国际妇女节到来，丰富女职工

防、日常保养、心理保健等做了详细的阐述。孟莉在

4月1日，青岛能源所2021年工作会议暨职代会二届十三次代表会议在行政楼

文化生活，研究所工会举办了以“健康身心，快乐

讲座中指出了女性日常护理、保健、常见病自查等方

214会议室隆重开幕，会议的主题是：总结2020年工作，研讨2021年工作思路与重

生活”为主题，围绕HPV宫颈癌与乳房保健的专题

面存在的一些“误区”，并逐一加以剖析和纠正，同

点工作，为实现研究所跨越发展目标努力奋斗。两所所领导、党委委员、纪委委

讲座。

时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

员、研究组副高及以上人员及党支部书记、职代会代表、职能部门全体人员、项

本次讲座邀请市立医院主任医师孟莉，围绕HPV
宫颈癌与乳房保健展开了深入地讲解，并对疾病预
28

此次知识讲座对女职工关注自身的生理、健康，
培养保健预防意识等综合素质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目聘用代表、研究生代表等26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副所长金玉奇主持。会议
在行政楼201设视频分会场，同时采取科技云会议方式向全所职工、学生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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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专题

动，青岛新能源山东省实验室正式挂牌筹建，构建起“所、院、室”三位一
体的创新发展新格局，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报告也全面深刻地分析了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以
及当前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刘中民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刘中民所长作2020年工作总结报告

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
两会及院工作会会议精神，严格落实习总书记提出的“四个率先”和“两加
快一努力”要求，为“十四五”开好局。刘中民代表所班子紧密围绕院2021
年度工作会议精神，提出了我所2021年重点工作，要继续全面提升党建工作
质量；加快顶尖人才的汇聚，加强高端人才引进培养；加快重大创新平台及
重大项目的创新研究，产出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成果；构建高质量的国际
合作网络，提升国际化水平与国际影响力；加强重大成果产出汇聚与转化。
报告最后，刘中民希望全所职工围绕研究所战略目标与发展规划、完
善体制和机制建设、党的建设、管理工作和制度建设、支撑保障体系建设、

彭辉书记作2020年党委工作总结报告

吕雪峰副所长作分管工作报告

所长刘中民代表所班子作了2020年度工作总结报告。总结了2020年研
究所主要工作进展，介绍了山东能源研究院和青岛新能源山东省实验室建设
进展，并提出了2021年重点推进工作。
刘中民重点分析了研究所经费、文章、专利等各项发展指标，总结了
“一三五”规划推进落实情况、研究所在国际合作、平台建设、院地合作、
产业化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人才队伍建设、党建文化等方面工作。他指
出，2020年，我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

许辉副书记作分管工作报告

金玉奇副所长主持会议

党中央、国务院及院党组重大决策部署，遵循新时期办院方针，做好防疫工
作，加快科技创新发展，推进重大成果产出，山东能源研究院建设全面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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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专题

专题报告。
金玉奇强调，刘中民所长和彭辉书记全面总结了研究所2020年的总体工
作情况和党建工作情况，各位所领导详细汇报了自己分管工作，工会也代表
职代会作了专题报告，希望全所职工认真学习和审阅，并结合分组讨论的提
纲进行研讨，充分发挥民主管理、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精神，积极为研究
所各项工作建言献策。

分组讨论1组

会议以书面报告的方式组织参会人员审阅了《中国科学院青岛能源与过
程研究所纪监审工作报告》。
大会报告后，采用分组讨论形式，将身处不同岗位及不同学科领域的
与会代表分成五个讨论小组，围绕战略目标与发展规划、体制机制、党的建
设、管理工作、支撑保障体系建设、民主管理等其他问题六个专题开展研讨
交流，两所所领导班子成员分别参加了各小组的讨论。
分组讨论2组

分组讨论3组

4月1日晚，所班子召开大连化物所-青岛能源所联合所务会对参加座谈会
听取的职工意见进行专题研究。

民主管理、3H工程建设等职工关心的其他问题深入研讨，为研究所建成世界一流研
究机构提出意见和建议。
党委书记、副所长彭辉向大会汇报了2020年度研究所党的建设工作情况。他指
出，2020年，在院党组和分院分党组领导与支持下，在所党委委员和所班子的支持
和共同努力下，研究所党委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全面提升党的质量，充分发挥党委战斗堡垒作用，激发了广大党员职工干事
创业激情，凝心聚力促进研究所科技创新事业发展。
会上，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彭辉，副所长吕雪峰，党委副书记许辉分别作
了分管工作报告，详细汇报了2020年分管工作推进情况、对分管工作的思考及2021

论4组

分组讨

分组讨论

5组

年工作思路。所职代会常设主席团（工会）主席王君向大会作了职代会（工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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