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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畜禽养殖粪便好氧堆肥工艺的效率低，发酵温度低，病原菌

灭活不彻底，开放式操作导致环境卫生条件差，有机质腐熟不彻底，处

理过程能耗高，产品的附加值低，造成企业处理养殖废弃物的积极性不

高，畜禽粪便不仅污染地下水也造成养殖场环境脏乱差，养殖粪便的有

效处理是制约我国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青岛能源所工业生物燃气

研究中心开发出了密闭式高温好氧梯级发酵技术，通过控制物料下落速

度及物料堆积密度，大幅提升了发酵过程水分的蒸发速度和腐熟速度，

发酵过程温度在65-70℃范围内，同时创新的梯级设计大幅降低了搅拌

的能耗，有效提升了发酵效率，将传统好氧堆肥发酵周期从30天缩短至

7-10天。基于平度南村镇的中试放大项目，于2019年12月至2020年10

月，完成了封闭式好氧堆肥反应器的试机调试，生产每吨有机肥的能耗

降低至120kWh/吨，比传统的封闭式好氧堆肥设备能耗降低30%。

工业生物燃气研究中心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技
术取得重要突破

郭荣波研究员带领的工业生物燃气中心自主开发的畜禽养殖废弃物高温好氧梯级发酵技

术取得了重要突破，该技术于平度南村镇养鸡厂完成了产业化中试，实现了年养殖12万

只育雏鸡养殖鸡粪转化为有机肥的高效运行，为该技术的大规模产业化推广提供了产业

化验证样板工程。

同时，青岛能源所工业生物

燃气研究中心开发出了具有耐盐

性、吸水性和微生物亲和性的纳微

孔多功能材料，可有效提高发酵效

率并同时可以减少发酵过程氮的损

失，施肥后还可以实现有机肥产品

中的营养元素缓释，大幅提高了有

机肥产品的使用效果，并结合可促

进植物快速生根、促进对土壤中氮

磷钾利用的巨大芽孢杆菌等微生物

菌剂，可生产功能性缓释有机肥，

大幅提高了有机肥的产品价值。

为简化操作过程及降低劳动

力成本，除主体发酵罐外，将整个

工艺流程中涉及的脱水、混料、粉

碎、筛分及造粒过程的设备进行成

套化设计及集成，从而为技术的快

速推广提供了支撑。

本项目的高效运行，为养殖

粪污的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

撑，不仅解决了养殖企业的粪污问

题，而且还可以为企业创收，对解

决我国畜禽养殖粪便资源化具有重

要意义。

（文/图 冯权）

材料生物合成技术中心基于“剪刀石头布”策略
实现快速多轮基因编辑

咸漠研究员带领的材料生物合成技术中心基于“剪刀石头布”策略实现了免筛选标记/质

粒消除步骤的多轮基因编辑方法。本研究构建了三个能够循环消除的基因编辑辅助质粒

（pRock，pPaper，pScissors），在按照“剪刀-石头-布”顺序分别使用这三个质粒实

施基因编辑时，可以同时去除上一轮基因编辑中使用的辅助质粒，从而免除了传统方法

中的筛选标记或者质粒消除步骤，极大地提高了多轮编辑的速度。

随着合成生物学与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在科

学研究中需要编辑越来越多的基因，例如为了构建特

定功能的菌株需要进行多轮的基因编辑，而且往往

需要通过不同基因编辑的组合构建大量菌株进行“试

错”筛选。现有基因编辑方法需要引入特定筛选标记

或者特定抗性的质粒来完成基因编辑，这些筛选标记

或者质粒需要在下一轮基因编辑前去除，从而实现无

痕编辑或者筛选标记的重复利用。而筛选标记或者质

粒的去除效率很难达到100% （即会发生逃逸），因

此在去除标记后需要进行单克隆的筛选和确认。这极

大地增加了多轮基因编辑的周期，而且需要更多的培

养次数、增加了基因组自发突变的风险。

针对这个问题，青岛能源所咸漠研究员带领的

材料生物合成技术中心基于“剪刀石头布”策略实现

了免筛选标记/质粒消除步骤的多轮基因编辑方法，

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国际高影响刊物Nucleic Acids 

Research。本研究构建了三个能够循环消除的基因编

辑辅助质粒（pRock，pPaper，pScissors），在按照图1 封闭式立式分层发酵设备            图2 发酵造粒后的有机肥

图1 基于“剪刀石头布”策略的多基因编辑方法示意图。A. 三个能够循环消除的基因编辑辅助质

粒，在实施基因编辑的同时能消除上一轮的质粒。 B. 相较于传统方法，本方法不需要单独的筛选

标记或质粒消除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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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刀-石头-布”顺序分别使用这三个质粒实施基因

编辑时，可以同时去除上一轮基因编辑中使用的辅助

质粒，从而免除了传统方法中的筛选标记或者质粒消

除步骤，极大地提高了多轮编辑的速度（图1）。质

粒消除效率可达到99.99-100%，几乎不会有逃逸情

况。另外该系统还存在双重检查机制：如上一轮发生

了逃逸的情况，由于质粒间的拮抗作用则不能进行下

一轮编辑。本研究在大肠杆菌和肺炎克雷伯氏菌中对

该方法进行了测试，快速完成了多轮的敲除、插入、

替换等基因编辑操作。

利用本方法进行连续多轮基因编辑时，每一轮

编辑仅需要进行两次培养，即一次平板培养和一次单

克隆液体培养（图2），这几乎是精细基因编辑所需

要的最少培养次数。这不仅极大地缩短了基因编辑周

期，还减少了基因组随机突变的可能性，这些优势

在进行大规模多轮基因编辑时尤为明显。本方法是

目前最快最棒的多轮基因编辑策略，可与现有其它

CRISPR/Cas9编辑优化策略进行联合使用并且在未来

更易于实现自动化，同样策略也可以用于其它物种的

基因编辑。

材料生物合成技术中心博士后王纪超、硕士研

究生隋新悦为本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赵广研究员和

咸漠研究员为本论文共同通讯作者。该工作得到了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防科工局等项目的资助。

（文/图 隋新悦 王纪超）

 

本 研 究 相 关 质 粒 可 从 第 三 方 开 放 获 取 ：

M o l e c u l a r C l o u d  ( w w w . m o l e c u l a r c l o u d . o r g ) ，

MC_0101139, MC_0101140，MC_0101141。建议同时

获取MC_0000011以及MC_0000012。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93/nar/gkaa1141

Jichao Wang, Xinyue Sui, Yamei Ding, Yingxin Fu, 

Xinjun Feng, Min Liu, Youming Zhang, Mo Xian, Guang 

Zhao, A fast and robust iterative genome-editing method 

based on a Rock-Paper-Scissors strategy, Nucleic Acids 

Research, 2020, DOI: 10.1093/nar/gkaa1141

代谢物组学研究组开发出新型纳米纤维素基载药
包封结构实现对药物的可控释放

崔球研究员带领的代谢物组学研究组和天津科技大学的相关科研人员合作，以水溶性广

谱抗生素——盐酸四环素为模型药物，基于前期对CNF和聚多巴胺（PDA）复合材料对

改善药物缓释和促进伤口修复的研究，构筑了一种新型的CNF基载药包封结构，可实现

对药物的智能可控释放。

随着化石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人们对环境问题的

日益关注，利用可再生的生物基材料替代传统的石油

基材料已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纤维素作为世界上储

量最丰富的天然高分子化合物，具有可再生、环境友

好、生物相容和可生物降解等优点，在纸基材料、食

品药品、纺织化工、光电器件开发等领域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随着纳米技术在木质纤维精炼领域的迅速发

展，研究人员发现利用植物纤维素制备得到的纳米纤

维素（CNF）材料，除了具有纤维素本身的性质外，

还具有纳米级尺度、高长径比、高比表面积、低热膨

胀系数、优越的机械性能和光学性能等诸多优异特

性。其中，CNF水凝胶因其较好的生物相容性、生物

可降解性，以及良好的力学稳定性而成为生物医学应

用领域（例如，药物缓释、伤口敷料、组织工程支架

等）的重要材料。

开发具有多重响应性、抗菌性和生物相容性等多功

能智能水凝胶是生物材料领域，尤其是纤维素基载药系

统的研究热点。虽然CNF基水凝胶在药物缓释中的应用

很有前景，但其药物释放初期的突释问题仍有待解决，

而且针对特定药物的缓释时间也有待进一步提高。

近 日 ， 青 岛 能 源 所 崔 球 研 究 员 带 领 的 代 谢

物组学研究组和天津科技大学的相关科研人员合

作 ， 以 水 溶 性 广 谱 抗 生 素 —— 盐 酸 四 环 素 为 模

型药物，基于前期对CNF和聚多巴胺（PDA）复

合 材 料 对 改 善 药 物 缓 释 和 促 进 伤 口 修 复 的 研 究

（ZL201710612434.0；Carbohydrate Polymers, 2018, 

188, 27-36；ChemistrySelect, 2018, 3, 6852-6858），

构筑了一种新型的CNF基载药包封结构，可实现对药

图1. MPDA@GO/CNF复合水凝胶包封结构的设计及其可控药物缓释应用

图2 基于“剪刀石头布”策略的多轮基因编辑流程图。A. “剪刀石头布”基因编辑辅助质粒构建

流程图。B. 连续多轮基因编辑步骤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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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智能可控释放。研究人员首先制备了多孔聚多巴

胺纳米颗粒（MPDA），将其对药物进行负载，然后

用氧化石墨烯（GO）对其进行包裹，再将GO包裹的

MPDA封装于由物理交联作用形成的CNF水凝胶中，

制得MPDA@GO/CNF复合水凝胶材料。在该封装结构

设计中（如图1所示），GO用于包裹MPDA，既可起

到降低药物突释、延长药物缓释和增强复合水凝胶

的作用，又可协同MPDA赋予复合水凝胶近红外光响

应性。此外，CNF提供的3D网络结构作为第二层的封

装，既有利于进一步降低药物突释和延长药物缓释，

也可起到屏蔽GO本身毒性的作用，使最终的复合水

凝胶具有非常好的细胞相容性。

实验结果显示，该复合水凝胶的机械强度是纯

CNF水凝胶的5倍，其药物缓释时间分别是PDA/CNF

复合水凝胶和纯CNF水凝胶的3倍和7.2倍，且其药物

的可控释放行为可通过改变MPDA和GO的比例来进行

调节。此外，该复合水凝胶材料具有敏感的近红外

光响应和pH响应的可控释放特性，其药物缓释初始

阶段的突释性也明显优于其它同类材料。因此，这

种新型的CNF基载药包封结构的设计，将有利于新型

智能载药材料的开发，并有望替代传统的石油基材料

载药系统，用于化学和物理治疗等。相关研究成果

发表在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2020, DOI: 

10.1021/acsami.0c15465）期刊上，通讯作者是刘莹莹

博士和李滨副研究员。

相关系列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和山东省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的支持。

（文/图 李滨 刘莹莹）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21/acsami.0c15465

Yingying  Liu*,  Qing  Fan,  Ying  Huo,  Chao 

Liu, Bin Li*, and Youming Li. Construction of a 

Mesoporous Polydopamine@GO/Cellulose Nanofibril 

Composite Hydrogel with an Encapsulation Structure for 

Controllable Drug Release and Toxicity Shielding. 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2020, DOI: 10.1021/

acsami.0c15465.

单细胞中心开发基于拉曼组的肿瘤单细胞药敏检
测新方法

徐健研究员带领的单细胞中心Maryam Hekmatara等以人乳腺癌细胞株和雷帕霉素的互

作为例，开发了重水饲喂单细胞拉曼光谱肿瘤药敏快检技术。结合肿瘤细胞拉曼组采集

和多元曲线分辨-交替最小二乘法分析算法，研究人员证明，在1~3天的药物处理后，该

技术能特异性地基于“代谢抑制”检测肿瘤药敏性，并能在细胞核、细胞胞质、脂质体

等单个细胞器的分辨精度，追踪和区分其中蛋白质与脂质的合成速率和代谢变化，从而

揭示药物作用机制。

肿瘤药敏性检测方法学是抗癌药物评价和筛选

的前提，也是临床化疗方案设计的基础。青岛能源

所单细胞中心开发了基于拉曼组的肿瘤单细胞药敏

检测新方法D2O-CANST-R，具有快速、低成本、单

细胞器精度、识别耐药细胞、体现抗癌机制、可对

接单细胞分选和测序等特色，为癌细胞-药物互作

研究、抗癌药物筛选等提供了新

手段。该工作于北京时间1月13日

发表于《分析化学》（Analytical 

Chemistry）。

化疗在恶性肿瘤的治疗手段

中占据重要地位，如使用得当，单

纯或辅助化疗即可根治部分肿瘤；

对于一些晚期肿瘤，化疗也可用于

姑息性治疗。然而，各种肿瘤类型

间或不同患者个体间，其药物应激

反应均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化疗过

程中耐药细胞的产生会大大削弱抗

癌药物疗效。因此，快速、低成

本、可识别耐药细胞、揭示药物应

激机制的肿瘤药敏检测方法，对于

抗癌药物研发和临床精准用药均至

关重要。

目前主流的肿瘤药敏检测方

法，如比色法、生物发光法、荧光

分析法等，通常依赖于终点检测，

即区分细胞死活，却难以定量、特

异性地测量药物对癌细胞的“代谢

抑制”程度。同时，基于细胞群体

反应的检测手段，难以检测癌细胞

群体中极个别的耐药细胞；这些

“害群之马”在正常环境下没有生

长优势，却耐受高浓度药物，因此

可能造成肿瘤死灰复燃，导致临床

化疗的失败。

针对此瓶颈问题，单细胞中

心Maryam Hekmatara等以人乳腺癌

细胞株（MCF-7）和雷帕霉素的互

作为例，开发了重水饲喂单细胞拉

曼光谱肿瘤药敏快检技术（D2O-

probed CANcer Susceptibility Test 

Ramanometry；D2O-CANST-R；

图1 重水饲喂单细胞拉曼光谱肿瘤药敏快检技术D2O-CANST-R

图1）。结合肿瘤细胞拉曼组采集和多元曲线分辨-交替最小二乘法分

析算法（MCR-ALS），研究人员证明，在1~3天的药物处理后，D2O-

CANST-R能特异性地基于“代谢抑制”检测肿瘤药敏性，并能在细胞

核、细胞胞质、脂质体等单个细胞器的分辨精度，追踪和区分其中蛋

白质与脂质的合成速率和代谢变化，从而揭示药物作用机制。脂质和

蛋白质代谢的高度活跃，是肿瘤细胞快速增殖的重要原因，因此，上

述能力对于抗癌药物的机制研究和筛选具有重要价值。

基于前期单细胞中心提出的“拉曼组”（ramanome）和“药物应

激拉曼条形码”（Raman Barcode of Cellular response to stresses；RBCS）

等概念，研究人员还揭示了真核生物（人乳腺癌细胞和酵母细胞）之

间、细胞器之间、药物浓度之间、药物处理时长之间、生物大分子

代谢途径之间等，在单细胞精度代谢应激机制上的深刻异同。因此，

D2O-CANST-R还具有高时空分辨率、信息量丰富、揭示代谢层面机制

等特色。

此外，该方法还发现，在高剂量雷帕霉素（500或5000×IC50）

处理后，仍存在保持较高代谢活性的癌细胞，即耐药细胞。D2O-

CANST-R识别肿瘤耐药细胞和测定耐药异质性的能力，对于药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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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材料与纳米催化研究组开发出高活性的生物
质碳负载FePt单原子双功能催化剂

梁汉璞研究员带领的能源材料与纳米催化研究组，在利用可循环再生的生物质制备单原

子的基础上，提出一种价格低廉、环保且可大规模生产的Fe/Pt双单原子催化剂的制备策

略，该研究工作为利用可再生生物质设计高活性的多功能单原子电催化剂提供了一种有

效途径。

单原子催化剂因其具有最大的原子利用效率、

量子尺寸效应和活性中心的配位不饱和构型而在催化

领域受到广泛关注。在过去的几年里，单原子催化

剂在燃料电池、电解水和金属-空气电池等可再生能

源技术领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然而，单原子催化剂

的活性位点数量有限，催化剂合成过程相对复杂，并

且大多数用于合成单原子催化剂载体的化学品价格昂

贵、毒性大，严重限制了单原子催化剂的实际生产应

用。同时，由于金属与载体之间的弱相互作用，这些

具有高表面能的单原子在制备过程中也容易发生迁移

和聚集。因此，探索环境友好、廉

价且高效的载体以及高金属载量催

化剂的制备工艺对于合成双金属单

原子催化剂至关重要。

近日，青岛能源所梁汉璞研

究员带领的能源材料与纳米催化

研究组，在利用可循环再生的生

物质制备单原子的基础上(Carbon, 

2020, 157614-621. DOI: 10.1016/

j.carbon.2019.10.054.)，提出一种价

格低廉、环保且可大规模生产的

Fe/Pt双单原子催化剂的制备策略

（图1）。该方法以富含铁的可再

生生物质紫菜作为原材料，在不添

加任何铁源的情况下，紫菜利用自

身毛细管吸附作用吸收含氮溶液达

到饱和状态，再经过高温热解即

可得Fe-N-C前驱体。之后，在水

溶液中通过Fe-N-C的微孔捕获和

氮锚定作用可以实现对Pt4+的强锚

定，从而得到Fe/Pt双单原子催化

剂(Fe1Pt1/NC)。该催化剂具有较高

的比表面积和丰富的孔结构，Fe和

Pt的负载量分别高达0.166 wt% 和

2.29 wt%。经研究证明，第二种金

属原子Pt的引入增加了催化剂的活

性位点数量，Fe1Pt1/NC中的Fe和

Pt均为单原子态（图2），以FeN4

和PtN4的结构形成活性中心，使得

催化剂具有优于Fe-N-C前驱体和

商业Pt/C催化剂的氧还原反应和析

氢反应的催化活性。该研究工作

为利用可再生生物质设计高活性

的多功能单原子电催化剂提供了

一种有效途径。相关成果近期发

表在《ACS Sustainable Chemistry 

& Engineering》杂志上（ACS Sustain. Chem. Eng. 2021, 9, 1, 189–196. 

DOI: 10.1021/acssuschemeng.0c06558）。

上述研究获得中国科学院人才项目基金，大连清洁能源国家实验

室和中国科学院科研创新基金，青岛创业创新领军人才基金，大连化

物所-青岛能源所两所融合项目基金以及中科院绿色过程制造创新研

究院项目基金的支持。

（文/图 曹莉娟 李文涛）

相关链接：https://pubs.acs.org/doi/10.1021/acssuschemeng.0c06558

研究、抗癌药物评价和筛选等具重要意义，也具备辅

助精准化疗方案设计的潜在能力。

单细胞中心前期针对临床抗感染用药，提出了“重

水饲喂单细胞拉曼药敏快检”原理，引入了“最小代

谢活性抑制浓度”（MIC-MA）这一衡量药敏性的新概

念，发明了“单细胞光镊微液滴拉曼分选”（RAGE）和

“单细胞微液滴流式拉曼分选”（RADS）等核心器件，

研制成功“临床单细胞拉曼药敏快检仪”（CAST-R）

和单细胞拉曼分选-测序耦合系统（RACS-Seq）等；并

针对临床样品，证明了单个细菌细胞精度同时测定抗

生素药敏表型和高覆盖度基因组的可行性（Xu T, et al, 

Small, 2020）。本工作是上述单细胞技术体系针对人体

细胞与药物互作的拓展，不仅将服务于肿瘤药物研发、

肿瘤精准用药等，而且为肿瘤单细胞分选和多组学研

究提供了一条新的技术路线。

该工作由徐健研究员主持完成，得到了国家重

大科学仪器研制项目（基金委）和中科院前沿局人才

项目等资助。

（文/郑晓姗 图/刘阳）

原文链接：https://pubs.acs.org/doi/pdf/10.1021/acs.

analchem.0c03925 

Maryam Hekmatara, Mohammadhadi Heidari 

B ,  Y u e t o n g  J i ,  J i a n  X u* .  D 2O - p ro b e d  R a m a n 

microspectroscopy distinguishes metabolic dynamics of 

macromolecules in organellar anticancer drug response. 

Analytical  Chemistry (2021),  DOI: 10.1021/acs.

analchem.0c03925.

T. Xu+, Y. H. Gong+, X. L. Su+, P. F. Zhu, J. Dai, 

J. Xu*, B. Ma*, Phenome-Genome Profiling of Single 

Bacterial Cell by Raman-activated Gravity-driven 

Encapsulation and Sequencing, Small (2020), DOI: 

10.1002/smll.202001172.

图1 Fe1Pt1/NC双单原子催化剂的合成路径

图2 Fe1Pt1/NC和Fe1/NC的球差电镜和EXAF表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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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细胞中心提出微生物组功能的校正算法Meta-
Apo

徐健研究员带领的单细胞中心生物信息研究组提出了Meta-Apo算法，通过挖掘WMS

数据和16S rRNA扩增子数据之间的同构关系，利用少量WMS和16S rRNA数据对进行训

练，来实现对大规模16S rRNA扩增子测序样本的菌群功能校正。 Meta-Apo算法和相应

的测序策略为大规模菌群功能分析项目的设计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工具。

基于元基因组测序的微生物组功能分析和比较

在疾病诊断、生态监控、生物安全等领域具有广阔应

用价值，但是高昂的成本限制了其更广泛应用。日

前，青岛能源所单细胞中心开发了微生物组功能校正

算法Meta-Apo（Metagenomic Apochromat），为大规

模的菌群功能比较提供了一种保证分析精度的同时可

大幅降低实验和计算成本的解决方案。

目前，微生物组功能的分析和比较，主要基于

基因组序列进行代谢重建。路线之一是鸟枪法元基因

组测序（Whole Metagenome Sequencing；WMS），然

而其高昂的测序成本（~1000~2000元/样本）和冗杂

的分析过程阻碍了该方法的大规模应用。另一方面，

通过扩增子测序（~200元/样本），利用16S rRNA等

进化标记基因和其参照基因组之间的关联，亦能推断

微生物组的功能。该方法虽然大幅降低了成本，但

16S rRNA基因片段经常带有扩增偏好性，而且与全基

因组序列的关联并非完全可靠，因此，该方法的功能

重建结果经常会出现较大的偏差。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单细胞中心生物信息研究组

提出了Meta-Apo算法，通过挖掘WMS数据和16S rRNA

扩增子数据之间的同构关系，利用少量WMS和16S 

rRNA数据对（即同一个菌群样本分别进行WMS测序

和16S rRNA扩增子测序）进行训练，来实现对大规模

16S rRNA扩增子测序样本的菌群功能校正（图1）。研

究结果显示，Meta-Apo利用仅仅15例样本的数据对进

行训练，进而基于16S rRNA扩增子对5,000例人体肠道

菌群样本进行功能预测和校正，其结果与同批样本基

于WMS推断的菌群功能基本一致，而总测序成本仅为

后者的20%左右。因此，针对大规模菌群样本的功能

重建这一目的，将全部样本用16S rRNA扩增子策略，同

时用WMS策略测定其中的一小部分样本，将能在保证

分析精度的前提下、大幅降低实验和计算成本。因此，

Meta-Apo算法和相应的测序策略为大规模菌群功能分

析项目的设计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工具。

该项工作由单细胞中心与青岛大学计算机科学

技术学院合作完成，该论文第一作者是生物信息研究

组荆功超助理研究员，通讯作者是苏晓泉教授，并获

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中国

博士后科学基金的支持。

（文/图 荆功超）

原文链接：

Gongchao Jing, Yufeng Zhang, Wenzhi Cui, Lu Liu, 

Jian Xu, Xiaoquan Su*. Meta-Apo improves accuracy of 

16S-amplicon-based prediction of microbiome function. 

BMC Genomics 22, 9 (2021). https://doi.org/10.1186/

s12864-020-07307-1

图1 Meta-Apo算法能校正基于16S基因扩增子推断的菌群功能

固态能源系统技术中心在原位固态化界面融合技
术构建高安全、高比能固态锂电池领域取得系列
进展

崔光磊研究员带领的固态能源系统技术中心深耕“刚柔并济”聚合物电解质关键材料十

余载，已经形成了特色电解质材料体系和规模化制造技术，提出并发展了原位固态化界

面融合技术，构筑电极/电解质一体化紧密结构，有效提升了固态聚合物锂电池界面相容

性和循环稳定性。

202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提出加快固态动力

电池技术研发及产业化是“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攻关

工程”，这充分表明：固态动力电池技术研发已经上

升为国家战略。因此，加快推进固态锂电池研发已刻

不容缓。鉴于固态聚合物电解质在柔韧性和可加工性

等方面的优势，聚合物固态锂电池是实现高安全、高

比能固态锂电池的可靠方案。然而，聚合物固态锂电

池依然存在高电压界面相容性差、固/固多重界面载

流子传输困难、长循环过程中固/固界面接触失效等

问题。因此如何进一步保证固态聚合物锂电池中固/

固多重界面相容性稳定性以及提升动力学传输能力已

经成为横亘在固态聚合物锂电池从实验室基础研究到

工程化应用之间不得不逾越的一条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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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能源所固态能源系统技术中心深耕“刚柔

并济”聚合物电解质关键材料十余载，已经形成了特

色电解质材料体系和规模化制造技术。针对上述瓶颈

问题，提出并发展了原位固态化界面融合技术，构筑

电极/电解质一体化紧密结构，有效提升了固态聚合

物锂电池界面相容性和循环稳定性。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固态能源系统技术

中心从2010年开始布局固态电池原位固态化技术。

2016年，该技术中心借鉴固态电解质界面（SEI）

思路，将碳酸亚乙烯酯原位固态化构筑了聚碳酸亚

乙烯酯一体化固态聚合物锂电池，显著提升了界面

相容性和循环稳定性（Adv. Sci., 2017, 4, 1600377；

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 2018, 10, 13588-13597；

ZL201610208379.4；ZL201610208378.X）。2017

年，为进一步提升电解质的电化学稳定性，该技术

中心又利用原位固态化技术开发出可用于5 V锂电池

的电解质体系（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 2017, 9, 

41462）。为解决自由基原位固态化中液态小分子带

来安全问题，该中心发展了基于低温共熔体原位固态

化构建固态聚合物电解质（PDES-CPE）的新方案。

由于前驱体采用的是固体小分子，从很大程度上抑制

了残留液体单体可能发生的副反应对锂电池的不利影

响（Chem. Mater., 2020, 32, 9167-9175；Small, 2020, 

1907163；CN201910479254.9）。

基于传统自由基原位固态化构建的固态聚合物

电解质普遍会引入偶氮二异丁腈（AIBN）等引发

剂，其与负极兼容性差（尤其是锂金属），会恶化

电池性能。为有效避免额外引发剂引入带来杂质等

问题，固态能源系统技术中心将锂盐作为前聚体聚

合的引发剂，开展了系列化工作。首先将聚乙二醇

二缩水甘油醚作为聚合前聚体，将LiTFSI作为主盐，

LiODFB作为聚乙二醇二缩水甘油醚阳离子开环聚合

的引发剂，原位聚合得到了固态聚合物电解质（Adv. 

Sci., 2017, 4, 1700174）。该中心又通过LiODFB（既

做主盐又做引发剂），引发三聚甲醛/丁二腈低温共

熔体聚合制备出具有超分子结构的新型室温固态聚合

物电解质，实现了4.3 V LiCoO2/锂金属电池的室温稳

定运行（Adv. Sci., 2020, 7, 2003370；J. Electrochem. 

图1 原位固态化界面融合技术解决固态电池固/固界面问题

Soc., 2020, 167, 070527；PCT/CN2020/074805；

CN201911357076.9）。

“利器添翼、良工谋事”。基于上述研究基础

和技术积累，固态能源系统技术中心成功研制出高

安全、高比能固态锂离子电池；同时该技术入选了

2020“全球新能源汽车前沿技术”；承担的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新能源汽车专项---高比能固态锂电池技术

项目以优秀的成绩顺利通过了项目中期考核。截至目

前，固态能源系统技术中心在固态锂电池相关成果与

技术方面已申请PCT专利6项，申请国家专利97项，

授权68项，形成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原位固态

化界面融合核心技术的技术包。另外，根据中国科学

院文献情报中心对“聚合物固态电池”这一主题的检

索和全面分析，自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2月14日，

崔光磊研究员以59篇发文量排名全球榜首。这必将极

大提升我国在聚合物固态电池关键材料和核心技术领

域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

原位固态化界面融合技术与现有商品液态锂离

子电池生产工艺十分契合，所以该技术已经得到行业

的高度认可，现已成为下一代动力电池主流技术。未

来固态能源技术中心将不断优化和升级该技术，进一

步开发和拓展在更广泛领域应用的高安全、高比能

固态锂电池，为全球动力电池发展贡献中国的解决方

案。

（文/张建军）

（上述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新能源汽车专项、中国科学院战略先导

A、中国科学院重点部署项目等的支持与资助）

环境友好催化过程研究组实现高效电催化还原
CO2生产CO

刘立成研究员带领的环境友好催化过程研究组原创性的提出对过渡金属单原子催化剂的

碳载体实施胺化改性来调控催化剂的电子结构，并开发出了一种普适性的氨基化改性方

法，该方法可以有效的提升Ni、Fe、Zn等单原子催化剂电催化CO2生成CO的本征电流

密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庄严

宣布，中国将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

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碳达峰”和“碳中

和”的大背景下，利用风电、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

源驱动电催化CO2生成具有经济价值的一氧化碳、乙

醇等燃料化学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在过去的十年里，大量的非均相催化剂被开发

应用于CO2电催化还原反应。虽然在提高产物选择

性、降低催化电位、增大催化反应电流密度等关键科

学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进展，但是CO2电催化

还原反应的电流密度仍然较小，无法满足工业化应用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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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针对上述科学难题，青岛能源所刘立成研究

员带领的环境友好催化过程研究组开展了大量的研

究工作，并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

成果（Adv. Energy Mater., 2020, 10, 1903664；Appl. 

Catal. B-Environ., 2020, 279, 119383；Small, 2019, 

15, 1903668；Angew. Chem. Int. Ed., 2018, 57, 12790

等）。近日，该研究组原创性的提出对过渡金属单原

子催化剂的碳载体实施胺化改性来调控催化剂的电子

结构，并开发出了一种普适性的氨基化改性方法，该

方法可以有效的提升Ni、Fe、Zn等单原子催化剂电催

化CO2生成CO的本征电流密度。并在此研究基础上，

进一步优化装配了气体扩散电极的流动反应器成功的

实现了工业应用级反应电流密度。胺化的镍单原子催

化剂在0.89 V的过电位下可以实现超过400 mA/cm2的

活性电流密度，并且可以保持接近90%的电流效率。

此外，深入的机理研究揭示了胺化改性增强催化剂对

CO2分子和中间体COOH*的吸附能力以及活性中心金

属单原子与碳载体氨基之间的电荷转移是本征催化活

性增强的主要原因。

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于能源催化领域高

影响力期刊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陈志鹏博

士为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刘立成研究员为论文的唯一

通讯作者。

该研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科院特别

研究助理资助项目、中科院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合作

基金、所内合作基金等项目的支持。

（文/图 陈志鹏）

相关发表论文和专利：

1. Zhipeng Chen, Xinxin Zhang, Wei Liu, Mingyang 

Jiao, Kaiwen Mou, Xiangping Zhang and Licheng Liu*, 

Amination strategy to boost CO2 electroreduction current 

density of M-N/C single-atom catalysts to industrial 

application level，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 DOI: 

10.1039/D0EE04052E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39/D0EE04052E

2 .  专 利 ： 氨 基 修 饰 的 过 渡 金 属 单 原 子 催 化

剂 体 系 ， 其 制 备 方 法 及 其 应 用 ， 专 利 申 请 号 : 

202010967276.2

山东省政协副主席韩金峰一行调研山东能源研究院

1 4月8日，山东省政协副主席韩金峰一行来所调研，详细了解研究所发展及

山东能源研究院建设情况，并参观了实验室。

调研期间，研究所党委书记、山东能源研究院副院长彭辉重点汇报了山东

能源研究院建设方案、定位目标、人才计划、功能实验室等方面的建设进展，

青岛新能源山东省实验室建设进展，成果转化工作及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情

况。韩金峰针对山东能源研究院体制机制创新、三位一体发展、人员编制等问

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交流和讨论。

韩金峰一行听取了微生物制造工程中心栾国栋副研究员有关螺旋藻规模

培养制备甘油葡糖苷技术和丝状真菌发酵生产反式乌头酸技术的产业化应用成

果，单细胞中心马波研究员有关团队研发的国际上首台高通量流式拉曼分选仪

及掌上型新冠病毒核酸快检仪的汇报，深入了解了科研产品与实验装置。在

（含能）材料生物合成技术中心，咸漠研究员介绍了研究所在先进材料生物制

造成果转化方面的相关进展，并针对先进材料生物制造可持续发展设想等进行

了汇报。

山东省、青岛市政协相关领导陪同调研。

山东省黄三角农高区管委会一行来所调研

2

4月26日上午，山东省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管理委员会副

主任王守宝、山东大学国家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凌沛学等一行9人就山东省

生物技术与制造创新创业共同体建设来所调研交流。研究所党委副书记许辉，

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处、代谢物组学研究组、分子微生物工程研究组、微生物

制造工程中心、作物分子育种研究组、能源植物改良与利用研究组等相关人员

参加交流。



所情快讯 所情快讯

16   17

南山集团一行来所调研交流

4

4月28日上午，南山集团一行到所交流。研究所纪委书记李明、仿生智能

材料研究组、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处等相关人员参加座谈交流。

座谈会上，李明对南山集团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所、院、室

“三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和建设发展情况。南山集团相关负责人提出，双方

将以“碳达峰、碳中和”为抓手，加快在绿色生物化工领域的合作，围绕研

究所发泡聚丙烯EPP等相关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共建战略合作研发平台，服务

山东省能源化工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随后，双方就如何加快落实EPP等项目合作展开深入讨论，一致同意尽快

确定相关项目的合作模式，推动项目尽快落地。

王守宝一行参观了研究所展厅，了解了研究所发展及山东能源研究院建设情

况。座谈会上，许辉对省农高区管委会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成果处介绍了所、

院、室“三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和整体发展情况，并详细汇报了近年来研究所在

生物技术研发领域的布局和取得的成果。研究所作为共同体建设核心单位之一就

共同体下一步的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与思考。

王守宝对研究所近年来取得的成绩和建设山东能源研究院的机遇表示祝

贺，简单介绍了共同体建设进展以及黄三角农高区相关情况。他提出，共同体

及黄三角农高区将进一步加强与研究所的生物技术等方面的合作，加快推动生

物技术相关项目的落地转化，共同推进共同体的建设，协同助推山东生物产业

高质量发展。

会上，代谢物组学研究组、分子微生物工程研究组、微生物制造工程中心、

作物分子育种研究组及能源植物改良与利用研究组相关人员分别介绍了在生物技

术转移转化工作方面取得的成绩，并就拟推动落地项目进行了深入研讨。

山东省生物技术与制造创新创业共同体由山东省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管委会牵头建设、担任理事长单位，中科院青岛能源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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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20年12月28日正式获批。省级创新创业共同体

的推出一直备受瞩目，2019年3月，省政府发布《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打造“政

产学研金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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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旧动能转换和创新型省份

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3
浪潮集团一行来所调研交流

4月28日上午，浪潮集团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肖雪等一行6人到所交流。研究所

党委书记彭辉、纪委书记李明、泛能源大数据与战略研究中心、知识产权与成果转

化处等相关人员参加座谈交流。

座谈会上，彭辉对肖雪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双方就前期的合作历程进行了简

要回顾。

泛能源大数据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田亚峻对泛能源大数据理论体系进行了介

绍。他提出，山东能源研究院将围绕山东省能源转型的重大需求，构建互联互通的

山东泛能源大数据平台，加强智慧能源、智慧管理、智慧治理在山东省能源产业推广

应用，推动泛能源大数据创新业态建设。

随后，双方就“战略合作协议”内容展开深入研讨。彭辉指出，希望双方以“加

强工业互联网与‘碳达峰、碳中和’相融合”为抓手，加快共建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和

能源大数据联合实验室，联合省内能源行业企业共同打造能源大数据应用示范工

程，服务山东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最后，彭辉和肖雪分别代表双方就进一步深化合作达成共识。双方表示，将以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为契机，强化意识促推进、凝心聚力抓落实，聚焦泛能

源大数据理论在工业领域的创新应用，成立工作小组，率先推动能源大数据在“1企

+1链+1园区”的创新合作，着力推进泛能源大数据应用场景建设，助推山东省数字

经济、智慧能源、数字能源产业发展，为山东省决策提供战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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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能源所与青岛市生态环境局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助推青岛绿色高质量发展

7

山东能源集团科技发展公司一行来所交流

青岛能源所联合时森海共建药物绿色生物

制造联合实验室

5

6

4月20日下午，山东能源集团科技发展公司副总经理贾庆贤一行到所交流。

研究所党委副书记、山东能源研究院副院长徐峰，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处，泛能

源大数据与战略研究中心相关人员参加交流。

徐峰对贾庆贤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介绍了研究所、山东能源研究院和青

岛新能源山东省实验室“三位一体”布局的建设发展情况。贾庆贤简要介绍了山

东能源集团的主营业务板块和发展情况，着重讲解了以技术研究总院筹建为核心

的集团科技创新体系和关键技术攻关进展，并希望以当前“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为科技发展导向，不断加强与研究所的合作，更全面和深层次地参与山东能源

研究院共建，双方紧密协同助推山东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研讨交流中，大家围绕如何更好地贯彻落实山东省副省长凌文的讲话精神、

以及双方战略合作协议的内容展开广泛的讨论，对后续推动合作的思路和计划达

成了共识。

青岛能源所联合时森海（杭州）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围绕重要药物的绿色生物

制造技术开发，打造技术开发与产业化一体化的产研合作平台，共建“药物绿色

生物制造联合实验室”，5月17日上午在时森海（杭州）园区举行了揭牌仪式。

青岛能源所副所长吕雪峰、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处处长陈骁、时森海（杭州）生

物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平共同为联合实验室签约揭牌。时森海董事长白骅、富

阳区人大副主任王龙华、富阳区国家级银湖开发区书记许玉钧、副主任吴林明等

企业及地方领导参加签约揭牌仪式。

揭牌仪式后，双方举行了联合实验室工作会。会上，许玉钧对青岛能源所一

行表示欢迎，对双方共建联合实验室表示祝贺，并对银湖开发区发展高科技产业

的定位及规划进行了介绍，希望能够与研究所在更多领域开展更加广泛的合作。

4月29日，青岛市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研讨会在研究所召开，值

此会议，青岛能源所/山东能源研究院与青岛市生态环境局签署新的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此次战略合作以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决策为

契机，充分发挥青岛市生态环境局的行政优势、资源优势以及研究所的科技创

新和战略支撑优势，共同推进青岛市打造国家“碳达峰碳中和”先锋城市和国

家气候投融资试点，共同探索政研合作新模式、打造政研合作新典范。

自2015年起，研究所面向青岛市碳减排和减污降耗目标需求，开展了温室

气体清单编制、碳达峰路径设计、减污降碳协同控制、气候投融资研究、碳交

易市场建设等工作，为青岛市低碳城市建设贡献了重要的科技力量，已经成为

白骅对青岛能源所的技术合作以及地方领导的政策支持表示感谢，强调了创立时

森海是践行中国医药人应有的历史担当。结合会前的研发平台参观，白骅对时森

海的发展规划进行了详细介绍，表示会加强与青岛能源所在绿色生物制造技术开

发、研究平台共建、人才培养交流和成果转化等方面开展长期的合作，将时森海

打造成一个集研发、生产、销售垂直一体化的创新型生物制药公司。

吕雪峰首先对地方政府发展高科技经济的理念表示认同，对于政府在企业创立

和发展关键阶段给予精准的政策扶持表示赞赏。此外，还分析了目前成果转化工作

中的一些共性问题，介绍了研究所与地方、企业的合作理念，产业需求、科学论证、

协同攻关、市场验证，联合实验室也将按照这一理念推动与时森海的合作，并对研

究所与开发区进一步的交流和更广泛的合作表示期待。陈骁介绍了研究所“三位一

体”发展历程和学科建设情况，对研究所在生物技术领域的研究方向布局、成果产

出及企业合作做了重点介绍。微生物制造工程中心汇报了联合实验室的合作规划，

并对合作项目的立项背景、研究进展和工作计划进行了详细的汇报。

会后，青岛能源所一行受邀参观了富阳国家级银湖开发区，围绕研究所科研

布局与开发区产业布局进行了交流，对双方潜在的合作领域进行了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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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智库。

本次研讨会的召开，既体现了青岛市对研究所前期工作的肯定，又为下一步

工作指明了方向。与会各方一致同意，在“碳达峰碳中和”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

合作、深化共识、明确目标，统筹全要素整体考虑，在泛能源大数据理论和技术

体系的支撑下，共同推进青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进入新阶段。

青岛能源所（山东能源研究院）举办2021年首场科

技成果交流对接活动

9

5月18日，由青岛能源所（山东能源研究院）、青岛市民营经济发展局主

办，青岛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中心承办，青岛市技术改造与创新促进会、青岛

檬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2021年民营中小企业“借力扬帆”行动计划首

场技术成果对接洽谈活动暨中科院青岛能源所（山东能源研究院）科技成果交

流对接活动”在我所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也是山东能源研究院成果汇聚系列成

果对接活动之一。

本次活动吸引了青岛市25家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技术负责人等32人

参加活动。微藻生物技术研究组、代谢物组学研究组、能源作物分子育种研究

组、先进储能材料与技术研究组、单细胞中心、微生物制造工程中心、膜分离

与催化研究组、仿生智能材料研究组、中试技术服务中心、多相催化转化研究

组、催化聚合与工程研究组等相关人员参加成果发布及对接。市民营经济发展

局副局长刘晓倩、我所党委副书记许辉出席了本次活动并致辞，活动由市中小

企业公共服务中心副主任赵凤和主持。

本次活动分为成果发布和成果对接两个环节。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处介绍

了研究所基本情况，科技成果转化模式、重点研究方向，以及研究所重大产业

化项目，提出了企业创新发展的一些观点，并表示非常重视与中小企业开展技

8
青岛能源所与泰国科学技术研究所联合举办

第二届机构间研讨会

5月12日，由青岛能源所和泰国科学技术研究所（TISTR）联合举办的第二届

机构间研讨会以线下和线上相结合的形式举行。此次研讨会是落实两个研究所于

2020年签署的合作协议，共同推进双方合作交流的具体举措之一。

此次会议由青岛能源所分子微生物工程研究组负责人李福利研究员和TISTR

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Sophon Sirisattha联合主持。TISTR副所长Sayan 

Tanpanich在致辞中表示，泰国政府最新的五年战略计划将推动生物、循环和绿色

经济发展，TISTR的科技布局覆盖了其中关于能源和生化、农业食品业、医疗保

健等诸多领域，并表示愿意与青岛能源所持续开展交流合作，联合推进科技支撑

绿色发展。研究所科技处处长梁向峰表示，疫情阻挡不了知识和信息的传递，更

阻挡不了双方的彼此信任、分享和合作共赢。希望通过年度研讨会的举办，使双

方科研人员能有更密切的交流和更丰富的合作。

两所共12位生物能源领域的科研人员在线开展交流，围绕生物质气化裂解

及高值化利用、生物燃气示范工程、藻类生物制造、CO2利用等主题进行学术研

讨，分享了有关领域布局、研究进展和科技成果相关的内容。随后，两所科研人

员就感兴趣的问题和下一步交流合作方式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会人员一致认

为，共同推进两个机构的深入交流和适时启动科研合作，符合双方共同意愿和利

益，希望会后能继续就共同感兴趣的科研话题开展持续的交流对接。

来自青岛能源所和泰国科学技术研究所的30余位科研人员在线参加了此次研

讨会。

泰国科学技术研究院（TISTR）始建于1963年，隶属于泰国国家科技部，受

泰国政府财政支持。致力于与替代能源、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健康、食品

等相关的科学技术研究。作为东盟生物质转化技术中心合作网络的重要研发机

构，TISTR在生物质、工业气体、城市垃圾、污水污泥制备生物燃料、化学化工

品和材料等方向进行了系统的部署；其藻类卓越中心也部署了涵盖合成生物技

术优化菌种、耐久性规模养殖装置与高效采收加工技术制备食品、护肤品、生

物肥等产品的研发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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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能源所（山东能源研究院）举办聚焦“青岛碳达

峰碳中和”统战智库专题研讨会

6月5日，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指示要求，更好服务决策、助力青岛科学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中共青岛市委政策研究室、青岛市社会主义学院、中国城市经济学会生

态宜居专业委员会、青岛能源所（山东能源研究院）、青岛碳数据与碳评估工程

实验室联合举办的“青岛碳中和碳达峰”统战智库专题研讨会在研究所成功举

办，此次活动也是研究所服务地方碳达峰碳中和、助推青岛绿色高质量发展的系

列活动之一。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青岛能源所、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碳市场能力建

设青岛中心、青岛市交通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青岛碳达峰碳中和

战略推进现状、国内外先进城市碳达峰碳中和的典型经验、青岛实施碳达峰碳中

和路径选择 ”展开了研讨，提出了意见建议。

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社会主义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宋立清主持研

讨会，研究所副所长吕雪峰出席研讨会并发言。

与会领导和专家还一并参观了研究所展厅和泛能源大数据展示中心，并对

研究所科技成果和泛能源大数据平台支撑青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提出了期望。

近日，中科院院刊《中国科学院自主研制科学仪器2021》专刊

发布，青岛能源所单细胞中心研制的仪器在“生命与医学科学”的

61项中独占四席，分别是：单细胞拉曼分选-测序耦合系统RACS-

Seq、高通量流式拉曼分选仪FlowRACS、临床单细胞拉曼药敏快检仪

CAST-R和单细胞微液滴分选系统EasySort。

目前，我国大部分高端科学仪器依赖进口，高端仪器和关键部

件往往受制于人。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只有加速“国产替代”，加

快研制具有原创性思想的科学仪器，着力解决科学仪器关键核心技

术“卡脖子”问题，才能保障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全面安全可控。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明确要求要“加强高端科研仪器

设备研发制造”。

单细胞中心坚持对高、精、尖科学仪器和设备的自主研发，团

队人员不畏艰难，矢志创新，致力于将“卡脖子”清单变成科研清

单。同时，中心也在积极探索科研成果落地途径，不断拓展产学研用

融合通道。经过十余年的积累与发展，中心推出多款原创性高端科研

与临床诊断仪器。这些单细胞分析原创仪器将为科研人员和临床医生

提供一体化、全方位的“单细胞代谢成像-分选-测序-培养”解决方

案，可服务于临床精准用药、人体与环境微生态、生物资源挖掘、细

胞工厂筛选、工业过程监控、生物安全等广阔领域。

最新发布的中国科学院院刊《中国科学院自主研制科学仪器

2021》专刊梳理出技术成熟度高且具有重要应用推广价值的自主研制

科学仪器和部件产品共281项。名录经征集、汇总和专家遴选，旨在

加强科学仪器的推广应用，促进科学仪器自主研制工作的可持续发

展。入选科学仪器和部件产品代表了当前先进水平，对科技工作者、

相关部门和企业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

10

术合作开发，研发方向和内容要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和市场趋势。微藻生物技术

研究组、代谢物组学研究组、能源作物分子育种研究组、先进储能材料与技术

研究组、单细胞中心相关人员代表研究组简要介绍了研究组相关及目前在推进

的产业化项目和科技成果。

在交流对接环节，在场企业人员与各研究组相关人员进行了深入对接，讨

论气氛热烈。会后部分企业前往研究组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科技成果现场对接。

本次活动与青岛乾运高科新材料有限公司、青岛黄金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岛依维优环境工程设备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青岛能源所自主研制的四款仪器入选

《中国科学院自主研制科学仪器2021》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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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能源所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报告会

4月27日下午，青岛能源所召开党史学习教育专

题报告会。研究所全体党员、申请入党人员、共青团

员和感兴趣的职工、学生共300余人在现场或通过视

频形式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纪委书记李明主持。

会议邀请到青岛市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成员、

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付欣教授做了

题为《百年大党何以风华正茂？——中国共产党百年

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的报告。他对党史学习教育的

背景、意义、要求和内容进行了阐述，回顾了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百年历

史；以苏联解体、亡党亡国的“大国悲剧”，深刻警

示我们反思历史教训、避免重蹈覆辙；总结了中国共

产党百年来的基本经验，即科学的理论指导、坚定的

理想信念、强大的组织优势、坚实的群众基础、彻底

的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法宝。

李明强调，各党总支、党支部要将党史学习教

育与“永远跟党走”等各专项工作紧密结合、统筹开

展，做到有特色、有亮点、有实效。全所党员要把学

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对科技创新的重大部署，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对

我院提出的“四个率先”和“两加快一努力”要求，

抓住共建山东能源研究院和筹建青岛新能源山东省实

验室的机遇，抓住“碳达峰、碳中和”带来的重大科

技创新机遇，按照“三位一体”总体发展格局，发挥

建制化、系统化的创新优势，聚焦能源、化工、生

物、材料领域，开展战略性、基础性、前瞻性和系统

集成重大创新研究，突破领域前沿科学难题和核心关

键技术，提供重大创新成果和系统解决方案，不断为

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6月18日至19日，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以下简称“青促会”）沈

阳分会2021年学术年会暨青促会十周年交流会在我所举行。中国科学院胡敦欣

院士、中科院青促会施一理事长（线上）、我所副所长吕雪峰研究员、中科院

青促会黎耕副秘书长、中科院海洋研究所曾志刚研究员、中科院青促会沈阳分

会副会长潘华奇，以及中科院沈阳分院系统7个研究所的100余名青促会会员代

表、青年学者参加会议。吕雪峰、施一分别代表我所、中科院青促会向与会代

表致欢迎辞。开幕式由青促会沈阳分会副会长，我所青促会组长贺广虎主持。

会上，胡敦欣做了“弘扬科学家精神、发挥青年人才力量”的讲话，结合

其导师返华报国及个人科研经历体会鼓励青年学者珍惜当今的科研条件，继承

并发扬老一辈科学家心无旁骛的致知精神，潜心致研、突破创新，为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黎耕做了“青促十载，汇聚未来”的主题报告，介

绍了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的发展历程、组织架构和近年来取得主要成果；潘

华奇做了青促会沈阳分会工作报告。

作为特邀嘉宾，吕雪峰做了“微生物合成生物技术和绿色生物制造”，

曾志刚做了“海底环境与资源”大会特邀报告，在与会青年学者中引起强烈反

响。随后分会场以“能源、材料与装备”和“海洋、环境与装备”两个主题分

别在青岛能源所与海洋研究所进行，来自7个研究所的会员代表汇报了各自代表

性研究成果，并展开了广泛的交流。青促会优秀会员逄淑平、会员代表胡石建

分别向与会学者分享了各自的成长、经历与收获。青岛能源所与海洋研究所分

别介绍了各自单位的人才工作情况。

中科院青促会沈阳分会年会是青促会沈阳分会成立以来重要的年度盛会，

此次年会由中科院沈阳分院和青促会沈阳分会主办，我所和海洋所承办。本次

年会促进了广大青年科研人员的学术交流，增进了各个研究所及青促会会员之

间的互相了解，进一步提升了青年人才之间的学术交叉与融合，为沈阳分院内

广大青年人才在学科交叉和创新合作等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年会取得了预

期的积极效果。

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沈阳分会2021学术年会暨

青促会十周年交流会在我所举行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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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能源所团委荣获2020年度“中国科学院五四
红旗团委”荣誉称号

青岛能源所召开2021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

4月23日，共青团中国科学院委员会印发文件

（团字〔2021〕8号）表彰2020年度团的先进集体和

优秀个人。青岛能源所团委荣获2020年度“中国科学

院五四红旗团委”荣誉称号。

在院团委、青岛市团委和所党委的正确领导和大

力支持下，所团委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展

系列教育、科普、文娱等主题活动，包括以“青年大学

为严格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进一步

明确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工作，5月13日，青岛能源所召开2021

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所领导班子成员，各研究

室、中心、研究组负责人，中层以上领导干部、纪委

委员、学风道德委员会成员及研究生代表等共计40多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纪委书记李明主持。

党委书记彭辉做了2021年度集体廉政谈话、负

责人任前集体廉政谈话。他指出，开展集体廉政谈

话，是按照“把纪律挺在前面”工作要求，加强各级

负责人廉洁自律教育，筑牢拒腐防腐思想防线，保证

不犯错误、少犯错误的重要举措。他强调，各级负责

人要切实增强反腐倡廉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把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作为分内之事、应尽之责，自觉

落实好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彭辉对大家提出四项要求：一要警钟长鸣，自

觉做到防微杜渐。教育大家要算好人生的政治账、经

济账、亲情账和友情账，不断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

二要廉洁从业，做好表率带头作用。领导干部要做到

慎始、慎微、慎独，坚决防止违法违纪问题的发生，

保持清正廉洁；三要带好队伍，履行“一岗双责”职

责。严格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一岗双责”的要

求，切实履行好带队伍的职责，坚持“两手抓、两手

都要硬”；四是要加强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把

加强学习放在第一位，把加强思想政治修养作为提高

自身素质的基础，把加强党纪国法学习作为提高自身

拒腐防变的保障。

纪委书记李明做了《加强科研诚信建设，构建

研究所良好学术风气》的专题报告。报告重点讲解了

国家对科研诚信的要求、加强科研诚信与学风建设的

青岛能源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4月19日下午，青岛能源所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

心组集体学习会议，党委书记彭辉主持会议，理论学

习中心组成员参加并作交流研讨。

彭辉做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论中国共产党

历史〉》的领学报告，对书籍中40篇重要文稿进行了

要点导读，就其中《牢记初心使命，走好新时代长征

路》篇做了深入的讲解，并带领大家重温了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重要讲话。

党委委员针对学习内容开展了充分的讨论，一

致表示长征的成功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要学好党

的历史，以革命英雄和先烈为榜样，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长征精神一

代一代传下去，奋发图强，开拓前进，走好新时代

的长征路。

彭辉在总结中强调，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一定

要学好“四史”，要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抓好所、院、室“三位一体”建设，加快能源领域创

新人才高地建设，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党委班子

分工协作，明确目标、任务、责任，用科技创新推动

区域产业发展。

习”为抓手推动团员青年理论学习制度化、日常化，开

展“我爱你中国”主题征文、“弘扬中国精神”留学生

教育活动、“发现科学之美”图片视频大赛、研究生教

育实践活动等，4名团员青年荣获院主题征文、图片大

赛奖励。同时做好选树推优工作，近3年推荐20名优秀

团员加入党组织，生物基材料支部获得青岛市“红旗团

支部”荣誉称号，董杉木、汪辉获得青岛市“优秀岗位

能手”、“最美青年”荣誉称号，张海波团队获得青岛市

“青春担当好团队”荣誉称号，5名青年团员获得中科

院、青岛市“优秀共青团员”荣誉称号等。

所团委将以此为新的起点，不断深入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继续开拓创新、

团结青年、服务青年，为研究所实现跨越式发展贡献

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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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能源所召开纪委（扩大）会议

 6月7日，青岛能源所召开2021年度纪委第三次工

作会议，纪委委员参加会议，各党总支/党支部纪检

委员、纪监审部门工作人员及实验记录管理人员等

列席会议。会议由纪委书记李明主持。

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十次院士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体与会人员

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立足

本职工作，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以优异的成绩庆

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要求深入学习

贯彻落实《意见》，推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和监督责任。纪委要充分发挥专责监督作用，强化政

治监督，做实日常监督，督促履行好管党治党责任，

落实好党中央、院党组重大决策部署。

会议还传达学习了阴和俊副书记在中国科学院

2021年纪检组组长（纪委书记）专题研讨班上的讲

话精神。会议要求，要准确把握进入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对纪检工作的新要

求，要认真贯彻落实中科院党组关于全面从严治党、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各项部署要求。要强

化政治监督，压紧压实监督责任，持之以恒正风肃

纪，精准运用“四种形态”。要加强纪检干部专业能

力培训，探索建立纪检干部的考核评价体系，激励纪

检干部担当作为。

会议听取了监察审计室今年以来重点工作汇报

及监督制度体系建设情况汇报。围绕科研原始记录

的规范管理进行了深入探讨。最后，李明对纪监审下

个季度的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安排，强调纪监审工

作要做到风险防控关口前移，运用监督执纪“第一种

形态”常态化，确保研究所健康有序发展。

青岛能源所召开党史学习教育
“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当代科技事业”专题报告会

5月24日上午，青岛能源所召开党史学习教育

专题报告会。研究所全体党员、申请入党人员、共

青团员和感兴趣的职工、学生共270余人在现场或

通过视频形式参加了会议，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部

分党员和职工也通过“科技云会”平台收看了视频

会议。会议由党委副书记徐峰主持。

会议邀请到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科

学技术史系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中心主任王

扬宗做了题为《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当代科技事业》

的报告。他以中国科学院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作

用为线索，从中国科学院对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的层

面，介绍了中科院的历史和重要贡献。中国科学院

自1949年建院以来，以1978、1998、2012年为节

点，分别作为我国科技事业的重要奠基者、科技体

制改革的探索者、创新体系建设的先行者和新时代

科技强国建设的引领者，在国家重要科技创新工作

和国家知识分子政策、科技体制建设、科技重大决

紧迫性，对我院、我所相关情况做了详细介绍，对科

研诚信常见问题或错误做了重点提醒。他强调科研诚

信是创新工作的基石，坚持预防和惩治并举，坚持自

律和监督并重，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地推进

科研诚信建设工作，为研究所创新发展保驾护航。

会上，监察审计室通报了中央和国家机关5起违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例。党委书记与其他

领导班子成员、分管所领导与研究室、中心、部门

负责人分别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层层压实

廉政责任。

会议要求，全所要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广

大党员及全所同志要牢记使命，不负韶华，心系“国

家事”，肩扛“国家责”，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对

我院提出的“四个率先”和“两加快一努力”要求，

抓住我所承建山东能源研究院和青岛新能源山东实验

室的千载难逢历史机遇，抓住“碳达峰、碳中和”带

来深刻变革的重大科技创新机遇，按照“所、院、

室”三位一体总体发展格局，加倍努力，不懈奋斗，

在新征程中展现新作为、作出新贡献，以优异成绩迎

接建党一百周年！ 

策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有力推动了我国科技

事业的腾飞发展，同时也必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为建设科技强国的伟大

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徐峰强调，我们作为中国科学院人，要将持续

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和中国

科学院发展的历史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传

承老科学家精神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在行动”专

项工作紧密结合，不断加深理解，继承和发扬中国

科学院“科学、民主、爱国、奉献”的优良传统，

弘扬科学家精神，增强作为“国家队”“国家人”

必须肩扛“国家事”“国家责”的思想自觉、政治

自觉和行动自觉。全所上下要把学习党史、院史、

科技史与强化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结合起来，与强

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科技自立自强结合起

来，与科技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结合起来，与

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学风建设结合起来，充

分调动和激发党员干部队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

造性，激励广大党员在新时代担当新使命、展现新

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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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上午，青岛能源所“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书画摄影展”在能源楼二楼大厅正式

开展。

本次书画摄影展得到广大职工和学生的积极参

与，前期共征集书画作品10幅，摄影作品96幅。通过

多轮精心甄选，评选出书画类7幅，摄影57幅参加本

次展览。书画展出作品中，既有气势磅礴的中国水墨

画，也有清新淡雅的山水素描。摄影作品则涵盖了风

景、人物和静物等题材，展示了祖国壮丽秀美的大好

河山和我所科研工作者爱国爱党、勤勉工作的精神风

貌。此外，展览中设置了网络投票环节，所有参展作

品的获奖情况将由参观者投票选出。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华诞之际，研究所工会

举办此次书画摄影展，用研究所师生的文艺作品，

展示了我所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和全体科研人员良

好的精神面貌，用实际行动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致礼。

（文/郎巧霖 图/韩波）

6月28日下午，由所党委主办、所团委承办的“永远

跟党走”党史知识竞赛现场团队竞赛活动在所举行。

研究所4个党支部、2个党总支、团委与工会分别派出了

8支代表队参与比赛。

本次竞赛是研究所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党史学习教育系列活动之一，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

式，首先于6月9日-11日在线上面向全所开展答题活动，

合计250余名职工与研究生参与；6月28日在线下组织团

队知识竞赛，现场包括必答题、抢答题、情景题和风险

题等多种题型，形式新颖、气氛热烈。通过系列比赛活

动，广大党员群众、职工与研究生重温了中国共产党的

光辉历史，进一步增强了党员的理想信念，提升了基层

党群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经过激烈角逐，工会代表队最终摘得桂冠、能源

应用技术研究室党支部与研究生党总支赢得第二名。

竞赛结束后，党委副书记徐峰为获奖队伍颁发证书并

做总结讲话，希望全所党员和青年团员们以这次党史

知识竞赛为契机，不断提升学习党史的积极性、主动

性，以赛促学、以学促行，把学习成效最终转化为工作

动力，为青岛能源所、山东能源研究院和青岛新能源山

东省实验室“三位一体”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文/图 阎星橙）

青岛能源所组织

“永远跟党走”党史知识竞赛系列活动

·庆祝建党百年系列活动·

青岛能源所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书画摄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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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通过分享自身工作经历和体会，为全所党员树立

了榜样。

随后，党委书记彭辉为全体党员做了题为《学党

史、守初心、担使命》的党课报告，从中国共产党百年

辉煌史的基本脉络、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科技事

业和面向“双碳”战略的机遇、挑战与应对三个方面

展开了深入的介绍，号召全所上下站在建党百年新起

点上，坚守“创新科技、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初心

和使命，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

党委副书记徐峰指出，研究所正进入“三位一

体”建设新时期，全所党员更应以身边优秀集体和个

人为榜样，弘扬科学家精神，牢牢抓住国家“双碳”战

略重大机遇、积极迎接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伟大事

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以优异的成绩致礼建党100

周年！

（文/高立杨 图/仲维会）

·庆祝建党百年系列活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来临之际，6月29日下

午，青岛能源所组织召开了“七一”表彰暨党史学习教

育专题党课报告会，会议由党委副书记徐峰主持，研究

所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300余人参加了会议。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幕。首先，在党委书记彭

辉同志带领下，7名预备党员面向党旗进行了庄严的入

党宣誓仪式，其他党员同志们重温了入党誓词。

党委副书记徐峰向大会宣读了研究所党委关于表

彰2021年度先进基层党组织、先进党小组、优秀共产

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的通知，并对获得青岛市优秀共

产党员荣誉称号的王庆刚同志表示了祝贺，研究所党

委委员为获表彰人员颁发了荣誉证书。

会上还表彰了研究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快闪、歌咏作品征集活动、书画摄影比赛获奖作品，

以及“健步走”获奖党组织和个人并颁发了荣誉证书。

生物能源研究室党总支第二党支部第三党小组

组长李福利、生物基材料研究室党支部党员冯德鑫分

别作为先进党小组和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做了大会发

青岛能源所召开“七一”表彰

暨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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栀子花开细雨绵，彩蝶留恋舞蹁跹，又

是一年毕业时。6月25日下午，青岛能源所

2021年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隆重举行。

所长刘中民，党委书记、副所长彭辉，副所

长吕雪峰，纪委书记李明，导师代表、毕业

生及获奖学生代表参加了毕业典礼。典礼由

吕雪峰主持。

青岛能源所举行

2021年度研究生毕业典礼

青岛能源所举行

2021年度研究生毕业典礼
在雄壮嘹亮的国歌声中，典礼拉开了序

幕。我所学位评定委员会主任崔光磊宣读了

2021年研究生学位授予及拟授予名单。2021

年我所共有53名研究生毕业，其中博士29

人，硕士24人。

在欢快的乐曲声中，毕业生导师亲自为

学生颁发了毕业证书，吕雪峰为毕业生一一

拨穗扶正流苏，授予学位。

我所导师代表李福利研究员与同学们

一起回顾了祖国从苦难到强大的曲折历程，

结合当前科技竞争趋势，勉励大家发扬新时

代科学家精神，科技报国。毕业生代表赵志

明、毕业留学生代表Jessica Juweriah Ibrahim

回顾了求学路上的点点滴滴，深情表达了对

研究所、导师辛勤培养和关心爱护的感激之

情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期许。

刘中民作了题为《与第二个百年伟大

目标同频共振 勇做新时代科技自立自强新

青年》的致辞，向毕业生表达了最热烈的祝

贺！向毕业生的父母和导师致以崇高的敬

意。刘中民表示当今世界面临系统性大变

革，科技创新已经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



36   

专题

位置。作为变革的亲历人，刘中民勉

励同学们要走好人生路，面向新时代

与国家的发展同频共振；一是要牢记

热爱祖国和人民，把自己的人生道路

融入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二是

要牢记科学精神和批判性思维，坚持

实事求是，不懈追求真理；三是要牢

记自立自强，做新时代新征程中的新

青年。

“十年磨砺宝剑成，芳苞初绽香

未浓”，青岛能源所春的郁郁葱葱、

盛夏的蝉鸣、秋的五彩缤纷和冬日融

雪滴落的脆响定将印刻在毕业生的记

忆中，伴着他们奔向更加美好的未

来！

（文/苏繁星 图/陈芸燕） 

百年复兴路 科学正当时
——青岛能源所第七届公众科学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