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要闻

1

CONTENTS  目录

主        编：彭辉

副  主  编：张瑞东

责任编辑：刘佳

邮编：266101

电话：0532-80662600

E-mail: liujia@qibebt.ac.cn

网址：www.qibebt.cas.cn

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松岭路189号

p17

p20

p22

p17

 科研进展

2 海洋碳汇与能源微生物研究组揭示陆源除草剂输入对藻

 菌驱动的近海碳汇潜力的负面影响

3 泛能源大数据与战略研究中心提出空间多尺度的碳足迹

 核算通用性框架与模型

5 蛋白质设计研究组实现细胞内蛋白质静电相互作用的直

 接测量

6 固态能源系统技术中心运用大自然的抗衰老化学克服高

 电压锂电池老化问题

8 代谢物组学研究组利用木质素粘合策略构建纳米纤维素

 基柔性智能驱动器

9 低碳催化转化研究组开发出烯烃功能化新策略

12 能源植物改良与利用研究组 揭示植物细胞壁果胶多糖合

 成新机制

13 单细胞中心发明高分辨率高灵敏度的微生物组测序技术

15 催化聚合与工程研究组发展废弃聚乳酸塑料降解再聚合

 化学循环策略

 所情快讯

17 青岛市副市长耿涛一行调研山东能源研究院

 江森集团（JCI）和海信集团来所访问洽谈

18 岛津公司来所交流

19 青岛能源所赴大连化物所盘锦研究院调研交流

20 青岛能源所与青岛万龙高新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青岛能源所承担编制的《青岛市“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

 规划》印发实施

21 青岛能源所成果熟化试点项目获青岛市科技计划综合绩效

 优秀评级

22 功能膜材料与膜技术重点实验室在青岛市评估中获得优秀

 青岛能源所成功举办“校企联合新技术发布&对接会-青能

 所（山能院）专场”线上活动

 党建与创新文化

23 青岛能源所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

 青岛能源所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全国两会精

 神及习近平经济思想

24 青岛能源所召开科研经济业务审计通报会

25 闻令而动 奉献担当

 ——青岛能源所党员志愿者赴基层一线参与抗疫志愿服务

25 青岛能源所党委组织“我的园区我美化”主题特色活动



科研进展

2   3

科研进展

海洋巨大的碳汇能力在气候调控方面起着关键

作用。然而，工业革命以来陆源输入是导致近海生态

系统不断退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海洋生态功能造

成干扰和破坏。近来，一种新型陆源污染物-除草剂

受到人们警惕。全球粮食供给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在

农业生产中除草剂的消耗量也与日俱增，并存在过量

施用现象。当前全球市场上除草剂产品高达17000多

种，年消费量超过300亿美金。事实上大量的除草剂

通过河流、地下水、地表径流等途径最终进入海洋，

导致近海除草剂污染问题在全球范围普遍发生。

青岛能源所张永雨带领的海洋碳汇与能源微生

物研究组通过对黄、渤海内22种除草剂的调查揭示离

岸100公里近海范围内除草剂检出率高达100%，且有

较高的稳定性，最高值出现在河口区域，浓度最高的

为陆地上广为使用的三嗪类除草剂，呈现春季近海除

草剂浓度高于秋季的现象。

驱动海洋碳汇的生物学机制主要包括浮游植物

（微藻）介导的生物泵途径和微生物介导的微型生物

碳泵途径。而藻和菌在海洋中密不可分，是海洋碳

汇的主要驱动力。一半以上的除草剂是光合作用抑制

剂，然而对当前的近海除草剂污染现状是否已足以影

响近海浮游植物和细菌群落，并进而影响近海碳汇，

却尚不了解。研究揭示在环境浓度的三嗪类除草剂

（如阿特拉津）胁迫下，浮游植物群落的生长和光合

科学制定“双碳”政策、合理设计“双碳”路

径、有效实施“双碳”措施的首要前提是对碳足迹进

行精确核算。然而，传统的生命周期评价（LCA）方

法由于在识别碳排放空间异质性的准确性、效率和通

用性方面不足，导致对像我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国家

所开展的碳足迹核算结果不确定度高，甚至带有误导

海洋碳汇与能源微生物研究组揭示陆源除草剂输
入对藻菌驱动的近海碳汇潜力的负面影响

张永雨带领的海洋碳汇与能源微生物研究组通过对黄、渤海内22种除草剂的调查揭示离

岸100公里近海范围内除草剂检出率高达100%，且有较高的稳定性。全球除草剂消耗量

与日俱增的形势下，近海除草剂污染若不加控制，将对浮游植物和微生物驱动的近海碳

汇功能产生显著干扰，合理控制除草剂的过量使用和向海输入，是维持近海生态系统健

康稳定，保持和促进近海碳汇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

效率被削弱29-63%，浮游植物群落结构也发生剧烈

变化，受除草剂抑制最严重的是硅藻，而兼具异养功

能的甲藻受影响相对较弱，导致近海浮游植物群落发

生由硅藻向有害甲藻为主的群落结构的剧烈改变。同

时，除草剂胁迫下海水溶解氧浓度也显著降低了18-

32%，损害近海生态环境质量。此外，细菌群落结构

亦发生剧烈变化，对碳水化合物、氨基酸等多种有机

碳底物的代谢能力被明显抑制，微型生物碳泵潜力受

到削弱。有意思的是发现移除浮游植物后的细菌群

落结构对除草剂并不敏感，表明海洋中浮游植物与

细菌群落的密切关系会加剧除草剂对细菌群落的负

面影响。

通过一系列研究,结果提示全球除草剂消耗量与

日俱增的形势下，近海除草剂污染若不加控制，将

对浮游植物和微生物驱动的近海碳汇功能产生显著干

扰，合理控制除草剂的过量使用和向海输入，是维持

近海生态系统健康稳定，保持和促进近海碳汇能力的

重要途径之一。相关成果发表于海洋与湖沼领域TOP

期刊 Limnology and Oceanography。该研究获得科技部

重点研发专项、基金委-山东省联合基金重点项目、

中科院海洋大科学中心“科学号”高端用户项目等的

支持。

（文/图 牟善莉）

相关发表文章目录：

1. Yang LQ, Mu SL, Li HM, Zhang ZH, Jiao NZ, 

Zhang YY*. Terrestrial input of herbicides has significant 

impacts on phyto- and bacterioplankton communities 

in coastal wateres. Limnology and Oceanography, 2021, 

DOI:10.1002/lno.11940.

原文链接：https://aslopubs.onlinelibrary.wiley.com/

doi/full/10.1002/lno.11940

2. Yang LQ, Zhang YY*. Effects of atrazine and its 

two major derivatives on the photosynthetic physiology 

and carbon sequestration potential of a marine diatom. 

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2020, DOI.

org/10.1016/j.ecoenv.2020.111359.

3.  Yang LQ, Li HM, Zhang YY*, Jiao NZ*. 

Environmental risk assessment of triazine herbicides 

in the Bohai Sea and the Yellow Sea and their toxicity 

to phytoplankton at environmental concentrations.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  2019,  DOI:10.1016/

j.envint.2019.105175

图1 陆源除草剂输入对浮游植物和微生物群落驱动的近海碳汇的潜在影响

BP: biological pump; MCP: microbial carbon pump

泛能源大数据与战略研究中心提出空间多尺度的
碳足迹核算通用性框架与模型

田亚峻研究员带领的泛能源大数据与战略研究中心团队，首次在国际标准化组织提出的

生命周期评价标准框架的基础上全面融入地理信息，提出了耦合地理信息的全生命周期

评价方法论框架——GIS-L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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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设计研究组实现细胞内蛋白质静电相互作
用的直接测量

姚礼山研究员带领的蛋白质设计研究组应用核磁共振技术和双突变循环的方法，测量

了细胞内IgG结合蛋白质GB3中的8对电荷相互作用，并与在胞外条件测量的结果进行

比较。研究结果表明，蛋白质GB3中5对电荷的静电相互作用没有明显变化，另外3对

电荷的静电相互作用减弱了70%以上。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细胞内蛋白质静电相互作

用强弱与蛋白质折叠转移自由能有关，折叠态和解折叠态的转移自由能都影响细胞内

蛋白质静电相互作用。研究结果凸显了在细胞内直接研究蛋白质相互作用和蛋白质功

能的重要性。

静电相互作用在许多重要生物反应过程中起到

至关重要的作用，如酶催化、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

用、蛋白质-DNA/RNA相互作用和H+的转移等生物反

应。但绝大多数蛋白质都是在细胞中执行其功能，复

杂细胞环境可以扰动蛋白质的静电相互作用，这对蛋

白质功能的实施非常重要，但这种扰动能达到何种程

度目前尚不清楚。

近日，青岛能源所姚礼山研究员带领的蛋白质

设计研究组，在细胞内原位定量测量蛋白质静电相互

作用取得重要进展。该研究应用核磁共振技术和双突

变循环的(double  mutational cycle，DMC)方法，测量

了细胞内IgG结合蛋白质GB3中的8对电荷相互作用，

并与在胞外条件测量的结果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

明，蛋白质GB3中5对电荷的静电相互作用没有明显

变化，另外3对电荷的静电相互作用减弱了70%以上

（图1）。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细胞内蛋白质静电相

互作用强弱与蛋白质折叠转移自由能有关，折叠态和

解折叠态的转移自由能都影响细胞内蛋白质静电相互

作用，尽管后者通常比前者的影响更大（图2）。研

究结果凸显了在细胞内直接研究蛋白质相互作用和蛋

性，不利于科学推动“双碳”战略。

近日，青岛能源所田亚峻研究员带领的泛能源

大数据与战略研究中心团队，首次在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提出的生命周期评价标准框架（ISO14040，

2006年）的基础上全面融入地理信息，提出了耦合地

理信息的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论框架——GIS-LCA。

这一升级框架将突破现有LCA方法在识别空间异质性

方面的固有局限性。

GIS-LCA框架中，地理信息模块与传统LCA框架

的四个模块（目标和范围定义、清单分析、影响评价

和解释）有机耦合，通过在清单分析模块中嵌入研究

团队开发的多流多节点（MFMN）模型，建立生命周

期链条的空间物质/能量平衡矩阵以及对应的空间碳

足迹流平衡矩阵，可高效、准确地实现生命周期数

据的空间化关联与聚合。该方法可开展基于空间的高

分辨率碳足迹精确核算，将极大地拓展LCA的应用场

景，助力政府、区域、产业、行业、企业、产品、服

务、金融、交易等开展碳足迹精细化管理与标识、识

别碳减排责任以及制定碳减排策略等，为我国乃至全

球碳达峰、碳中和研究与行动部署提供科学的理论与

方法支撑。

该框架具有通用性，还可拓展于环境足迹、水

足迹等其他足迹的精确核算以及不同足迹的关联分

析，亦是泛能源大数据在智慧治理领域的应用体现。

该研究与国家2021年10月发布的《国家标准化

发展纲要》、《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中提出的“建立碳达

峰、碳中和标准＂的要求高度契合，对于形成我国碳

足迹核算国家标准乃至国际标准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相关研究结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上，田亚峻研究员为论文

的通讯作者。

该工作获得了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山东

能源研究院的支持。

（文/图 田亚峻）

原 文 链 接 ： h t t p s : / / d o i . o r g / 1 0 . 1 0 1 6 /

j.jclepro.2021.129113

Junjie Li, Yajun Tian, Yueling Zhang, Kechang 

Xie. Spatializing environmental footprint by integrat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into life cycle assessment: A 

review and practice recommendation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21, 323, 129113.

图1 在胞外条件和细胞内测量的GB3电荷对之间静电相互作用的相关性

图 GIS-LCA的方法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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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质功能的重要性。

上述工作近日发表于《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杂志上。第一作者是青岛能源所的

副研究员宋乡飞和博士生王梦婷，通讯作者是青岛能

源所的姚礼山研究员。该工作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山东省人才项目、中国科

学院青促会项目和山东能源研究院科研创新基金等项

目的支持。

（文/图 宋乡飞 王梦婷 姚礼山）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21/jacs.1c10154

Xiangfei Song#, Mengting Wang#, Xiaoxu Chen, 

Xueying Zhang, Ying Yang, Zhijun Liu, and Lishan Yao*, 

Quantifying Protein Electrostatic Interactions in Cells 

by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2021 (DOI: 10.1021/

jacs.1c10154).

对于使用层状过渡金属氧化物正极的高电压锂

电池，电解液的“化学退化”导致电池性能易发生快

速衰退，对这类电池的实际应用提出了实质性的挑

战。电解液的化学退化是指在高电压循环过程中，过

渡金属氧化物锂电池中的电解质由于高活性氧和自由

基的攻击而发生化学分解的现象。目前为止，应对这

固态能源系统技术中心运用大自然的抗衰老化学克
服高电压锂电池老化问题

固态能源系统技术中心使用了光稳定剂作为一种简单的、低成本的抗老化粘结剂添加剂

来清除电池循环中产生的单线态氧和自由基。通过实验研究和理论计算，研究人员发

现，这种生物启发的清除机制可以在高电压正极表面诱导形成相容性的正极/电解质界

面，进而在多种层状过渡金属氧化物基锂电池中表现出卓越的电化学性能。

一问题的策略主要涉及材料表面原子层包覆，或者使

固态电解质等。这些方法的目的主要是建立一个物理

屏障以减缓电解质分解的速度，但并不能实质性地抑

制电解液的化学退化。更糟糕的是，这些方法往往需

要复杂的制备过程和高的工艺成本，或者牺牲电池的

能量密度和性能。

在自然界中，化学退化现象无处不在。苹果褐变、

铁块生锈和皮肤老化都是活性氧和自由基造成的化学

退化现象。为了应对这一化学退化问题，自然界的芸芸

众生进化出了很多办法来应对这个问题。例如，生物体

通常会产生不同类型的酶来清除活性氧和自由基，以避

免这一问题的发生。受这些生物体抗氧化应对机制的

启发，青岛能源所固态能源系统技术中心使用了光稳定

剂作为一种简单的、低成本的抗老化粘结剂添加剂来

清除电池循环中产生的单线态氧和自由基。

通过实验研究和理论计算，研究人员发现，这

种生物启发的清除机制可以在高电压正极表面诱导形

成相容性的正极/电解质界面，进而在多种层状过渡

金属氧化物（如钴酸锂、富锂和富镍氧化物）基锂电

池中表现出卓越的电化学性能（图1）。

上述工作近日以Supplementary Cover Article形式

发表于《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杂

志上。文章第一作者是青岛能源所的博士生穆鹏州，

通讯作者是青岛能源所的崔光磊研究员、董杉木研究

员、张焕瑞副研究员。该工作得到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科院先导专项、山东省人

才项目等项目的支持。

（文/张焕瑞 图/穆鹏州）

原位链接：https://pubs.acs.org/doi/pdf/10.1021/

jacs.1c06003

Pengzhou Mu,# Huanrui Zhang,#* Hongzhu Jiang, 

Tiantian Dong, Shu Zhang, Chen Wang, Jiedong Li, Yue 

Ma, Shanmu Dong,* Guanglei Cui,* J. Am. Chem. Soc. 

2021, 143, 18041-18051.

图1 抗衰老粘结剂和传统的PVDF粘结剂在多种层状氧化物锂电池中的性能对比

图2 蛋白质折叠转移自由能（ΔGtr）的性质：A) 所有测量的GB3突变体的折叠转移自由能; B)和

C)分别为折叠转移自由能和折叠态相对转移自由能及解折叠态相对转移自由能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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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物组学研究组利用木质素粘合策略构建纳米
纤维素基柔性智能驱动器

崔球研究员带领的代谢物组学研究组研究发现，利用木质素的界面粘合作用来组装多

重刺激响应性异质膜的策略，可以为新型智能柔性驱动器的设计和构建提供重要借

鉴，而且木质纤维原料的有效利用更符合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具有环境刺激响应性的柔性智能驱动器在机

械、生物医药、传感器、人工肌肉和机器人等领域具

有巨大的应用潜力。青岛能源所代谢物组学研究组

的研究人员，受松果球鳞片湿度响应性形变现象的启

发，利用木质素粘合策略构建了一种新型的纳米纤维

素基柔性智能驱动器。

为了实现快速和多重刺激响应，制备柔性驱动器的

典型方法是设计双层、多层或各向异性结构，以将尺寸

变化转换为预期的运动以响应外部刺激。其中的二维

双层异质膜具有非对称的吸湿性、导电性或光学特性，

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但传统的异质膜制备往往需要

加入特殊界面，或进行复杂的化学反应等，制备成本较

高。事实上，在自然界中，掉落的松果球的鳞片（由于其

中纤维素的吸湿性和鳞片的特殊结构）会随环境湿度的

变化而产生开合运动。受这种自然现象的启发，可以利

用纤维素来制备环境响应性柔性驱动器。但纤维素基的

驱动器由于纤维素表面大量亲水基团的存在往往不耐

水，层间结合差，更不能在潮湿环境下使用。

在植物细胞壁中，木质素作为一种天然粘合剂，

其疏水结构骨架（苯丙烷聚合物）也赋予植物纤维

管束组织良好的抗水性。受此启发，研究人员在前

期建 立的纳米 纤维素清洁制备和应 用研究的基础

上（授权专利ZL201510680481.X、201610041262.1、

201610041840.1、201810662523.0；Carbohyd. Polym., 

2019, 209, 130-144，入选高被引文章；ACS Sustain. 

Chem. Eng., 2019, 7, 1327-1336，封面文章；J. Hazard. 

Mater., 2020, 400, 123106），用烟杆为原料，经甲酸水

解法制备了含有木质素的纤维素纳米纤丝（LCNF），然

后用LCNF分散液制备得到含有木质素的纤维素纳米

纸（CNP），由于木质素的存在，所得CNP的耐水性和湿

强更高（湿拉伸强度达83MPa（J. Mater. Chem. A, 2018, 

6, 13021-13030，封底文章））。

随后，在该含有木质素的CNP湿膜上再抽滤一层

氧化石墨烯（GO），干燥后可制得具有GO/CNP双层

结构的异质膜（发明专利ZL202010081195.2）。由于

木质素的存在和粘合作用，两层结合紧密并具有很好

的耐水性和水相稳定性。再将GO/CNP干膜浸渍于抗

坏血酸水溶液中做还原处理，可将GO层清洁还原为

还原氧化石墨烯（rGO）层，干燥后得到rGO/CNP双

层结构的异质膜，该膜同样具有很好的耐水性和水相

稳定性，且CNP层中适量羟基的吸、失水引起的CNP

层的润胀和收缩，可赋予该异质膜的记忆性形变特性

（类似松果球的鳞片随环境湿度变化的开合运动）。

同时，由于rGO层具有很好的光热转换效应和焦耳热

效应，使该异质膜兼具很好的近红外光响应性和电驱

动性，其电驱动响应速度可达1.875°/s/V，为文献报

道的具有同等重量的同类碳/聚合物基柔性驱动器电

驱动响应速度的最高值。此外，该异质膜设计制备简

单，层间不需要加入任何助剂，易于大面积制备，克

服了常规异质膜层间结合弱的问题，具有很好的使用

耐久性和循环使用性（耐折度>1000次，湿度稳定，

耐久电驱动性>500个循环），在驱动器和智能器件的

开发领域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本研究利用木质素的界面粘合作用来组装多重

刺激响应性异质膜的策略，可以为新型智能柔性驱

动器的设计和构建提供重要借鉴，而且木质纤维原

料的有效利用更符合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相关

研究结果发表在Chem. Eng. J.（2021, doi: 10.1016/

j.cej.2021.133672）期刊上，论文第一作者是车欣鹏

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是刘超博士、徐环斐博士和李

滨副研究员。

相关系列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山东

省自然科学杰出青年基金和研究所自主部署基金等项

目的支持。

（文/图 李滨 车欣鹏）

原 文 链 接 ： h t t p s : / / d o i . o r g / 1 0 . 1 0 1 6 /

j.cej.2021.133672

Xinpeng Che, Meiyan Wu, Guang Yu, Chao Liu*, 

Huanfei Xu*, Bin Li*, Chaoxu Li. Bio-inspired water 

resistant and fast multi-responsive Janus actuator 

assembled by cellulose nanopaper and graphene with 

lignin adhesion.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2021.

低碳催化转化研究组开发出烯烃功能化新策略

杨勇研究员带领的低碳催化转化研究组通过兼有氧化性和Lewis酸性的双功能铁基纳米

结构催化剂的创制和反应路径的设计，实现了以环氧化合物为中间体烯烃氧化到酮、

1,2-二酮、α-酮酸等重要合成砌块分子的高效合成。

烯烃功能化是实现烯烃制备高附加值精细化学

品的一类重要反应。其中，烯烃双官能团化是该反

应的重要策略之一，其所得产物在合成香料、医药

中间体以及涂料、油漆等方面都具有极其广泛的应

用。

前期，青岛能源所杨勇研究员带领的低碳催化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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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OVs-N-Nb2O5催化剂制备及结构表征

化研究组通过兼有氧化性和Lewis酸性的双功能铁基

纳米结构催化剂的创制和反应路径的设计，实现了以

环氧化合物为中间体烯烃氧化到酮、1,2-二酮、α-酮

酸等重要合成砌块分子的高效合成（ACS Catal., 2020, 

21, 4617-4629；Green Chem., 2021, 23, 1955-1959（Back 

Cover）; Org. Lett., 2021, 23, 5719-5721.）。

近期，基于对上述以环氧为中间体烯烃氧化转化

体系的认识，该团队采用N原子掺杂策略，通过简单水

热和高温煅烧工艺实现了表面富氧空位Nb2O5纳米棒

结构双功能催化剂（OVs-N-Nb2O5）的创制（如图1所

示）。该催化剂可实现温和条件下烯烃与亚磺酸钠反应

合成高附加值重要合成切块α-羰基磺酸酯类化合物。

该合成策略以氧气为氧化剂，在可见光驱动和室温条

件下即可实现烯烃高效双功能化，反应活性高、选择性

好、底物普适性强（如图2A所示），解决了目前合成方

法中存在反应条件苛刻，使用环境不友好氧化剂、反

应底物适用性范围差等弊端。同时，该催化体系也完全

颠覆了传统磺酰基自由基与烯烃的反应路径，实现了超

氧阴离子自由基（O2
.-）对磺酰基自由基的高效捕获及

其后续烯烃环氧化、环氧开环以及串联氧化等过程（如

图2B所示）。

研究表明，N原子掺杂能有效窄化Nb2O5半导体

材料禁带宽度、抑制光生电子复合，增强催化剂对可

见光响应和光效率。同时，杂原子掺杂促进了Nb2O5

表面氧空位（OVs）的形成，有效促进超氧阴离子自

由基（O2.-）的产生和寿命的延长及在催化剂表面的

富集，从而有利于超氧阴离子自由基（O2
.-）对磺酰

基自由基的捕获及后续串联氧化过程。DFT计算进一

步验证了催化剂表面氧空位（OVs）对烯烃、磺酰基

自由基、超氧阴离子自由基（O2
.-）以及反应中间体

的吸附活化作用，进而提高反应活性。此外，理论计

算结果也表明氧空位（OVs）能有效降低超氧阴离子

自由基（O2
.-）捕获磺酰基自由基的反应能垒，提高了

反应选择性。

本研究不仅为磺酰基自由基与烯烃反应提供了新

路径，也为α-羰基磺酸酯的制备提供了更为绿色、

高效的合成方法。作者通过实验并结合理论计算提出

了“氧空位（OVs）对自由基限域作用”的概念，为

半导体光催化剂的设计及其在自由基反应中的应用提

供了重要的参考和理论基础。本研究的理论计算工作

由南京师范大学李亚飞教授课题组完成。

相关研究结果近期发表在《Applied Catalysis B：

Environmental》杂志上，青岛能源所宋涛副研究员和

南京师范大学王纯博士为第一作者，南京师范大学李

亚飞教授和青岛能源所杨勇研究员为通讯作者。该研

究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英国皇家学会“牛顿高级学者”基金等项目

的支持。

原文链接: 

https://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

S0926337321010894

(1) Tao Song, Chun Wang, Yinpan Zhang, XiaolingShi, 

Yafei Li,* YongYang*, Visible-Light-Induced Oxidative 

Alkene Difunctionalization to Access α-Sulfonyloxy 

Ketones Catalyzed by Oxygen-Vacancy-RichNb2O5, Appl. 

Catal. B: Environ., 2021, 10.1016/j.apcatb.2021.120964.

图2 （A）α-羰基磺酸酯合成策略，（B）磺酰基自由基与烯烃反应路径

图3 DFT计算自由能图和吸附构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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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植物改良与利用研究组 揭示植物细胞壁果胶
多糖合成新机制

李胜军研究员带领的能源植物改良与利用研究组研究系统深入地解析了果胶质多糖

RG-I合成的精细调控机制，并由此构建了RG-I合成的转录调控网络，为今后植物果胶

质多糖的定向调控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果胶质多糖是植物细胞壁的

重要组分，不仅在植物生长发育、

信号传导和防御反应等生理过程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也与植物的生物

量和纤维生物质的酶解转化效率密

切相关。由于果胶的组成与结构极

为复杂，且长期以来缺乏理想的研

究体系，使得果胶代谢调控方面的

研究进展较为缓慢。目前虽已鉴定

出多个参与果胶合成的关键基因，

但有关果胶合成的转录调控机制仍

不清楚。

MUM4与GATL5是已知的果胶

合成酶基因，有研究表明MUM4与

GATL5的表达受到多个转录因子的

调控，包括Homeobox转录因子GL2

与WRKY转录因子TTG2等(Usadel et 

al., 2004; Western et al., 2004; Kong 

et al., 2013)。但这些转录因子与果

胶合成酶基因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

转录调控关系，还尚待解析。

近日，青岛能源所李胜军研

究员带领的能源植物改良与利用

研究组在The Plant Cell期刊在线发

表了题为A DE1 BINDING FACTOR 

1–GLABRA2 module regulates 

rhamnogalacturonan I biosynthesis in Arabidopsis seed coat mucilage的研

究论文，阐释了转录因子DF1与GL2通过互作共同激活果胶合成酶基

因MUM4与GATL5表达的分子机制，并深入解析了包括DF1、GL2与

TTG2在内的果胶合成的转录调控网络。

在该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Trihelix家族转录因子DF1的缺失突

变导致果胶质多糖RG-I合成显著减少。蛋白互作分析表明DF1与GL2

互作。df1 gl2双突变体呈现比单突变体更剧烈的RG-I合成缺陷表

型。基因表达分析发现DF1与GL2共同调控MUM4与GATL5的表达。

ChIP、EMSA、Y1H等实验表明，DF1直接结合MUM4启动子中的GT3 

box元件，GL2直接结合MUM4与GATL5启动子中的L1 box元件。通过

一系列转录调控分析以及突变体背景的ChIP分析，研究者解析了DF1

与GL2共同调控MUM4与GATL5表达的分子机制：DF1与MUM4启动子

中GT3 box的结合依赖于GL2与L1 box的结合，且DF1对GL2的转录激

活活性有促进作用；类似地，虽然GATL5启动子中不存在DF1的结合

位点，但DF1通过与GL2互作结合GATL5启动子，并

增强GL2对GATL5的转录激活。

此外，该研究还发现DF1与GL2的表达均受到

TTG2的直接调控，TTG2通过结合DF1与GL2启动

子中的W box元件从而抑制DF1的表达，激活GL2

的表达。有趣的是，DF1亦能直接抑制TTG2的表

达。因此，在转录水平上DF1与TTG2之间存在一

个负反馈环。

综上所述，该研究系统深入地解析了果胶质多

糖RG-I合成的精细调控机制，并由此构建了RG-I合

成的转录调控网络，为今后植物果胶质多糖的定向调

控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青岛能源所徐艳副研究员为论文第一作者，青

岛能源所胡瑞波研究员与青岛农业大学孔英珍教授为

论文通讯作者。青岛农业大学周功克教授和青岛能源

所李胜军研究员参与了研究工作。该研究得到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山东能源研究院创新基金和山东省人

才项目等资助。

（文/图 徐艳 胡瑞波）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93/plcell/koac011 

单细胞中心发明高分辨率高灵敏度的微生物组测
序技术

徐健研究员带领的单细胞中心和中国海洋大学联合发明了一种高物种分辨率、高灵敏

性、可同时鉴定所有原核与真核微生物、不惧样品降解或污染、低成本的微生物组测序

技术(2bRAD-M)。

微生物组（又称菌群）在自然界和人体中无处

不在，因此菌群测序在生态健康诊断、生态过程监

控、生物资源挖掘、合成生物学研究等领域均具广阔

应用。针对目前菌群测序方法学领域面临的痛点与难

点，青岛能源所单细胞中心和中国海洋大学发明了一

种高物种分辨率、高灵敏性、可同时鉴定所有原核与

真核微生物、不惧样品降解或污染、低成本的微生物

组测序技术(2bRAD-M)。该项成果发表于国际基因组

学领域权威期刊Genome Biology。

IIB型限制性内切酶就如同二郎神手中的三尖两

刃戟，在微生物DNA上寻找核心识别位点并同时切割

其两侧翼序列【对应“三尖两刃”】，从而产生大量

等长短标签，通过扩增、测序及相关算法计算，可对

痕量、高度降解、严重污染的菌群样本进行种水平的

细菌、古菌和真菌鉴定

在 微 生 物 组 研 究 中 ， 解 析 微 生 物 群 落 的 物

种构成主要依赖于两种高通量手段：扩增子测序

（16S/18S/ITS）和鸟枪法宏基因组测序（WMS）。

然而目前这两种主流手段都面临着关键瓶颈。扩增子

测序存在扩增偏好性、脱靶扩增、物种分辨率低等问

题，且通常无法同时检测细菌、古菌与真菌。鸟枪法

测序虽然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述问题，但对样本DNA

质和量的要求高，故通常难以分析痕量、高度降解或

污染严重的样品，而且测序成本相对很高。因此，亟

待开发一种高物种分辨率、高灵敏性、可同时鉴定所

有原核与真核微生物、不惧样品降解或污染、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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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微生物组测序技术。

针对上述瓶颈，青岛能源所

单细胞中心孙政博士和黄适博士

为核心骨干的研究小组，建立了

名为2bRAD-M的 “简化宏基因

组测序技术”，有效克服了上述

扩增子测序和鸟枪法测序的核心

缺陷，有望作为一种共性的新手

段，服务于人体与环境中痕量、

高度降解或污染严重之菌群样品

的高效解析。

IIB型限制性内切酶，是一种

能够识别双链DNA分子中的某种特

定核苷酸序列，并在识别位点上游

和下游的特定距离进行切割，形成

等长短片段（20-33 bp）的核酸内

切酶。作为一种基于IIB型限制性

内切酶特性的测序技术，2bRAD目

前已经被应用于包括人体、模式动

物、海洋动物等上百个单一物种的

基因组研究。但一个菌群通常由成

百上千个真菌、细菌和古菌物种组

成，比分析单一物种复杂得多。

研究人员提出了2bRAD-M技

术的原理：处理菌群总DNA样本，

对IIB酶切片段进行扩增和测序，

然后以各种微生物基因组序列上的

理论酶切位点为参照，来推断菌群

结构。为了验证该技术，该研究首

先通过模拟酶切数据，研究了不同

来源、相似度或复杂程度以及不同

实验方法学对菌群定性和定量分析

的影响，并解决了高重复性短片段

DNA干扰序列匹配的问题。其次，

通过利用人工和自然菌群样本，

验证了2bRAD-M的敏感性、重复

图 高效分析痕量降解微生物组的2bRAD-M技术

催化聚合与工程研究组发展废弃聚乳酸塑料降解
再聚合化学循环策略

王庆刚研究员带领的催化聚合与工程研究组发展了一种聚合物降解再聚合的升级化学循

环新策略，以“聚合物到聚合物”的方式成功实现了聚乳酸废弃物到新聚乳酸材料的循

环再利用过程。该策略的反应条件温和，副反应少，减少了完全重新生产聚乳酸的原料

消耗，最大程度的提高了聚乳酸的回收再利用效率。

目前，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

护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之

一。近年来，随着人们环保意识

的不断提高以及国家“禁塑令”

与“双碳”政策的不断推动，可

降解材料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其中，聚乳酸作为典型的可再生

原 料 （ 淀 粉 ） 来 源 的 高 分 子 材

料，正逐步发展成为社会所必需

的基础性大宗材料。与此同时，

使用完的聚乳酸材料的后处理问

题也引起了人们关注。虽然聚乳

酸可以在自然界中降解，但这一

过程通常需要漫长的时间和特定

性、分辨率、准确度和偏好性等，进而挖掘了该方法用于各种实际菌

群样品之测序的潜力和局限性。

具体来说，研究人员证明，该技术能够有效处理低生物量菌群样

本，例如，针对总DNA仅为1 pg、长度仅有50 bp的高度片段化、或99%

被宿主DNA污染的人工菌群DNA样本，2bRAD-M均能得到种水平、高

度准确、同时涵盖细菌、古菌和真菌的菌群结构的定性与定量分析结

果。针对皮肤，肠道和环境等实际样本，2bRAD-M同样表现出色。针

对临床最常见、但菌群DNA极为微量且高度降解或污染的福尔马林固

定石蜡包埋（FFPE）样本，该研究发现，仅用极微量的FFPE切片样本

（3 cm × 2 μm），2bRAD-M就能捕捉到潜在可服务宫颈癌诊断的微

生物物种标识物。这些发现，对于肿瘤微生物组、免疫组织微生物组

等基础医学研究与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方法学意义。

该工作由单细胞中心徐健研究员与中国海洋大学

王师教授主持完成，青岛欧易生物深度参与了技术研

发并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持，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山东省人才

工程项目的资助，并得到宝洁公司的技术支持。 

（文/孙政 图/刘阳 于宁芙）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186/s13059-021-

02576-9

Zheng Sun#, Shi Huang*#, Pengfei Zhu, Lam Tzehau, 

Helen Zhao, Jia Lv, Rongchao Zhang, Lisha Zhou, Qianya 

Niu, Xiuping Wang, Meng Zhang, Gongchao Jing, Zhenmin 

Bao, Jiquan Liu, Shi Wang*, Jian Xu*. Species-resolved 

sequencing of low-biomass or degraded microbiomes using 

2bRAD-M. Genome Biology, 2022, 23:36. 

图1 聚乳酸循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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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副市长耿涛一行调研山东能源研究院

3月11日，青岛市副市长耿涛一行到山东能源研究院园区调研，崂山区委书记张元

升，市科技局二级巡视员宋长虹，崂山区委常委、统战部长、副区长李维波以及市政

府办公厅、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供电公司等相关人员陪同调研。青岛能源

所党委书记、山东能源研究院副院长彭辉，研究所办公室、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处、

基建处等相关负责人参加此次调研。

彭辉对青岛市、崂山区领导一行调研表示热烈欢迎，并对青岛市、崂山区一直以

来对山东能源研究院园区建设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随后对研究院的建设进展、发

展规划、人才队伍、科研布局、产业化布局等情况进行了全面介绍。

耿涛详细了解了山东能源研究院目前的建设进展、人才引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等

情况，要求加快推进园区建设，相关科研团队尽快入住园区，配套科研仪器设备提前

安装调试，尽早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落地开花。崂山区、市供电公司等部门要尽快完

善园区周边配套基础设施，全力支持山东能源研究院的建设，为研究院发展做好支

撑保障工作。的降解条件，而且降解产物是二氧化碳与水，无

法实现直接快速循环利用，本质上是一种碳排放

过程，也是资源的浪费。通过化学循环的方式实

现聚乳酸的回收利用，提供了废弃聚乳酸后处理

的一种有效解决途径。目前的研究大多是将废弃

聚乳酸转化为乳酸烷基酯，但是通过这一过程循

环获得高分子量聚乳酸材料，需要将乳酸烷基酯

水解成乳酸、预聚成低聚物、二聚成丙交酯然后

聚合获得聚乳酸，这些方法虽然可行，但成本昂

贵且效率低（如图1所示）。因此，实现直接将废

弃聚乳酸材料转化为新聚乳酸材料具有重要的研

究价值和应用前景。

近日，青岛能源所王庆刚研究员带领的催化

聚合与工程研究组发展了一种聚合物降解再聚合的

升级化学循环新策略（“DE-RE polymerization” 

strategy），以“聚合物到聚合物”的方式成功实现

了聚乳酸废弃物到新聚乳酸材料的循环再利用过程

（如图2所示）。该策略的反应条件温和，副反应

少，减少了完全重新生产聚乳酸的原料消耗，最大

程度的提高了聚乳酸的回收再利用效率。在再聚合

过程中，通过加入不同类型单体可以获得性质各异

的最终材料。该成果为聚乳酸的循环提供了一种新

的解决思路，促进了可持续社会的发展。此外，该

策略不仅在化学回收方面有效，在聚合物的改性和

合成方面都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该部分成果已经申请发明专利，并近期以“A 

“polymer to polymer” chemical recycling of PLA 

plastics by “DE-RE polymerization” strategy.”

为题发表在高分子领域权威期刊Macromolecules

上，博士研究生杨茹琳为该论文第一作者。该工

作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山东省人才工程基

金等项目的支持。

（文/图 杨茹琳 徐广强）

原 文 链 接 ： h t t p s : / / d o i . o r g / 1 0 . 1 0 2 1 / a c s .

macromol.1c02085

Rulin Yang, Guangqiang Xu,* Bingzhe Dong, 

Hongbin Hou, and Qinggang Wang*, A “Polymer to 

Polymer” Chemical Recycling of PLA Plastics by the 

“DE？RE Polymerization” Strategy. Macromolecules, 

DOI: 10.1021/acs.macromol.1c02085.

图2 聚乳酸降解再聚合化学循环策略

江森集团（JCI）和海信集团来所访问洽谈

2

2月25日，江森集团亚太区总裁Visal Leng（梁伟超）和海信集团高级副总裁陈维

强一行来所交流洽谈。来宾参观了青岛能源所展厅，观看了研究所宣传片。研究所纪

委书记李明主持了座谈交流。

党委书记彭辉在致辞中指出：研究所致力于新能源、新材料、新生物领域的

科研创新和成果转移转化，为山东省“双碳”目标实现和能源领域提质增效，新

产业孵化提供科技支撑。希望能够与海信集团和江森集团加强了解沟通，促进双

方深入合作。

陈维强介绍了海信集团的发展情况，提出：海信不断深入地在大数据、节能、智

慧城市、交通等领域布局，开展了深入的研究，有良好的积累，形成了成熟的解决方

案，希望今后在大数据、节能等领域与研究所开展合作。

梁伟超介绍了江森集团的情况，公司致力于低碳智慧建筑的解决方案和先进技

术的研发与实施，承诺在2040年实现净零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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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津公司来所交流

3

近日，岛津企业管理（中国）有限公司分析计测事业部李军波副部长、华北

大区经理魏雅馨一行来所参观，双方就“中科院青岛生物能源所—岛津合作实验

室”建设、研究所和岛津公司在分析检测领域的合作研究和仪器平台建设情况展

开了深入交流。

公共实验室主任高峻回顾了“中科院青岛生物能源所—岛津合作实验室”成

立近三年来的发展情况，并介绍了研究所发展现状和愿景，期待在新能源、新材

料、新能源工艺过程等科研领域能够与岛津公司在仪器支持、分析检测新技术开

发方面开展更深入的合作。

知识产权与成果处邱建超介绍了山东能源研究院科研成果，提出了双方在新能

源、储能、智慧能源与大数据等领域开展关键技术联合攻关或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基

地建设，联合共建产业技术创新中心，打造创新联合体。

海信网络科技总设计师牟三钢介绍了海信集团及智慧园区的情况。介绍了海信智

慧园区的项目案例，提出建议在山东能源研究院建设平安+低碳园区建设中开展合作。

JCI公司中国区副总裁鲁小蓉博士介绍了JCI公司的情况，公司致力于低碳可持续

性发展，希望在智能园区、智能建筑等方面双方能够开展合作。饶良平博士介绍了零

碳园区建设方案，对山东能源研究院建设低碳园区建设提出了建议。

三方领导针对低碳园区建设、泛能源大数据领域、开展合作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彭辉指出：研究所致力于解决大规模供能系统，提高煤炭的利用效率，发展太阳能、

风能、水能规模化、高效率和锂电、储能等城市用能系统技术，研制高附加值的化学

品，重点在关键技术突破和工业流程再造，我们有很多合作的空间。研究所在园区建

设上要规划新能源技术的使用，加强在能源综合管控和评价、智能化技术等领域的

合作，使之成为低碳绿色园区的示范，发挥研究所在能源系统创新能力优势，结合公

司在市场、方案方面的优势进一步深入探讨合作。陈维强提出：我们有很多合作的

点，在江森公司的解决方案中可以将研究所的技术应用上，走向市场。在大数据领域

中能源大数据方面可以加强合作，在市一级层面能源大数据方面探索合作方式。

研究所办公室、科技处、知识产权与成果处、基建处、泛能源大数据中心的相关

负责人和同事参加了交流座谈。

青岛能源所赴大连化物所盘锦研究院调研交流

4

3月3-4日，青岛能源所纪委书记李明带队赴大连化物所盘锦产业技术研究院

（简称“盘锦研究院”）调研，盘锦市科技局副局长刘云、辽东湾产业科创中心

和相关公司等出席交流，滨州科技局副局长张文强、滨州市科技发展创新研究院

副院长杨希田、山东综合技术转化中心和我所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处、中科清源

公司等相关人员分别参与陪同交流。

会上，李明表示，盘锦研究院近些年得到了迅猛发展、高效服务了区域科技

创新，同时提出研究所“新能源、新生物、新材料”的领域科技力量十分契合盘

锦研究院的未来发展与定位，表示双方将共同探索“政产学研金服用”一体化高

效协同创新机制。盘锦研究院院长张建国对李明一行到来的热烈欢迎，表示研究

院将着力建设“立足盘锦、面向辽宁、辐射东北、服务全国”的开放性公共创新

服务平台，通过“轻资产服务平台+基金”科技成果转化新模式促进科技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深度融合，为辽宁精细化工产业发展储势蓄能。随后双方进行了深度交

流并参观了甲基丙烯酸甲酯化工中试基地。

3月4日，李明一行考察了辽宁北化鲁华化工有限公司和研峰科技（北京）有

限公司。通过介绍，公司将通过开发前沿高附加值的精细化工产品提高区域创新

能力和产业竞争力，助力实现盘锦的石化和精细化工产业链强链、补链和延链，

快速促进区域石化产业转型升级。

双方就合作实验室的发展愿景、岛津公司与研究所进行合作研究和技术开发

的工作模式、其他城市岛津合作实验室的建设经验等展开讨论。期待通过双方共同

努力，合作实验室能够应用岛津仪器在能源、材料和生物领域的技术方法开发和仪

器应用方面取得国际先进成果。

岛津合作实验室目前已经广泛分布在日本、欧美和中国，并已经创立出良好

的社会知名度。“中科院青岛能源所—岛津合作实验室”成立于2019年，是青岛

地区的首个岛津合作实验室，目前已经装备了多功能X光电子能谱仪系统（XPS-

UPS-AES）、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ICP-MS）、高效液相色谱仪（HPLC）、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热脱附-气质谱联用仪（TD-GC-MS）等先进

仪器，服务于全所科研团队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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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能源所承担编制的《青岛市“十四五”应对气候

变化规划》印发实施

6

近 日 ， 青 岛 能 源 所 泛 能 源 大 数 据 与 战 略 研 究 中 心 承 担 编 制 的 《 青 岛 市

“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由青岛市生态环境委员会

办公室印发实施。

《规划》是我市“十四五”时期重要的专项规划，紧紧围绕“探索生态优

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道路”这一宗旨，坚持系统观念，以能源、工业、建

筑、交通等重要领域绿色低碳发展为关键，以构建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

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为目标，对未来五年我市应对气候变化

工作进行顶层设计和全面系统谋划，对“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任务做出

部署安排，为我市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部署以及深入打好污染防治

青岛能源所与青岛万龙高新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5
1月27日，青岛能源所与青岛万龙高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签署合作框架协

议，进一步加强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化应用等方面的合作。研究所党委书记彭辉、

党委副书记许辉、青岛万龙高新董事长高彦臣、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处、催化聚

合与工程研究组等相关人员共同出席签约仪式。签约仪式由许辉主持。

彭辉对青岛万龙高新长期以来给予研究所的信任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

指出，双方发挥在产业、资本、管理、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围绕橡胶新材

料与先进轮胎制造领域，开展工艺包编制、工程设计、项目推广等方面的深度合

作。许辉表示，研究所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展以解决行业难点痛处为目

的的技术研发，共同谋划并积极推动重大原创技术、替代技术的科研布局。

高彦臣提出，将助推研究所枝化橡胶新材料等项目成果实现中试及产业化示

范，探索融通创新新模式，进一步加强与研究所在轮胎行业节能减排、材料创制

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随后，与会人员就双碳政策下轮胎行业卡脖子技术、新旧动能转换问题进行

了深入交流，并达成深度合作共识。

青岛能源所成果熟化试点项目获青岛市科技计划综合

绩效优秀评级

7

日前，青岛市科技局公布了“2021年青岛市科技计划项目综合绩效评价结

果”。研究所承担的“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城市示范中央转移支付科技专项——高

校院所科技成果集成熟化试点项目”获得评价等级“优秀”。

“青岛市高校院所科技成果集成熟化试点”专项是2018年11月，由青岛市

科技局、财政局联合组织设立的，我所作为唯一驻青科研院所类试点单位成功入

选。以熟化试点专项建设为契机，围绕成果转化的瓶颈问题，研究所探索了“产

业出题、科学论证、协同攻关、市场验收”的体制机制，打造了以“融通创新”

为特色的“青能模式”。螺旋藻养殖制备甘油葡萄糖苷、二代生物柴油、单细胞

拉曼耐药性快检仪、锂离子电容器关键技术产业化、木质纤维三素分离精炼及其

高值化产品关键工程技术集成、磷脂型DHA营养补充剂的制备、资源植物组培快

繁与遗传改良等一批科技成果和示范项目实现熟化转化，为区域新旧动能转换和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攻坚战方面迈出坚实一步。

相比于“十三五”时期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有关规划文件，本次《规划》的

创新性和特色亮点更加突出，理念更加先进，这也是对山东省2022年工作动员大会

精神的具体落实。《规划》结合我市实际，提出了八项创新性举措，包括：综合考

虑区（市）现状及未来发展布局，差异化设置区域碳排放强度降低目标；推动重点

行业碳排放与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探索开展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和轮胎制造等

地方特色行业的碳排放环境影响评价试点工作；充分发挥青岛海洋领域优势，推动

海洋碳汇建设先行先试；探索开展钢铁、轮胎、家电、食品等重要外贸产品碳标签

制度，建立产品全生命周期碳足迹追踪体系；持续推进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常态

化，强化多源大数据应用，提高碳排放核算时效性；推进低碳城市试点、应对气候

变化投融资试点和绿色城市建设发展试点等国家试点任务融合发展；依托泛能源大

数据科学装置，加强碳排放与能源、环境等多维数据的关联分析和融合应用，支撑

智慧控排决策；强化低碳宣传教育，加快实施碳普惠制度，构筑全民共建共治共享

的气候治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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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能源所成功举办“校企联合新技术发布&对

接会-青能所（山能院）专场”线上活动

功能膜材料与膜技术重点实验室在青岛市评估中

获得优秀

3月24日，青岛能源所（山东能源研究院）作为半岛科创联盟理事长单位与青岛市科技局、

青岛檬豆网络科技（柠檬豆）联合举办了“校企联合新技术发布 对接会-中科院青岛生物能源

与过程研究所（山东能源研究院）专场”线上活动，旨在发挥研究所建制化科研优势与柠檬

豆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资源优势并形成合力，聚焦企业需求，持续推动区域创新链、产业链、

人才链深度融合。青岛广电回澜听涛栏目组参与此次活动拍摄。

本次活动聚焦生物、能源、材料和双碳四个关键领域，邀请了我所年锐、陈磊、王庆刚和

田亚峻四位专家，向所外100余家企业发布研究所在生物医学材料、新能源与绿色化工、高分

子新材料、泛能源大数据方面的最新科研进展和成果，并就企业提出的现实技术痛点和难题

进行了深入交流，线上参会和讨论人数达到8000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本次线上

活动切实促进了研究所科研团队及成果的对外宣传，实现了与地方企业的互动交流。活动将

在未来持续分期组织，力争研究所更多的科研团队来到线上与产业界共谋合作。

近日，青岛市科技局正式公布了2021年青岛市重点实验室评估结果，经形式审查、会

议答辩、现场抽查等环节，根据专家评审结果，依托青岛能源所建设的“青岛市功能膜材

料与膜技术重点实验室”被评为优秀。青岛市将对评估优秀的实验室给予一次性50万元后

补助资金支持。

自获批建设以来，围绕节能减排、水处理和新能源发展对膜技术的需求，实验室通过

研发分离膜、催化膜、能源膜等，形成了一系列新型功能膜材料和专有制备技术，构建了

功能膜设计与制备的技术平台，特别是在高温催化透氧/透氢膜用于工业副产氢提纯、光热

膜海水淡化、以及膜基水分解制氢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近三年在Angew. Chem. 

Int. Ed.，Adv. Funct. Mater.，Nano Energy, AIChE J. 等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发表科研论文50余

篇，相关研究成果申请中国发明专利60余件，获授权专利10多件。

9

8

青岛能源所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

青岛能源所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的重要
讲话精神、全国两会精神及习近平经济思想

3月23日下午，青岛能源所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会议，研究所全体党委委员参加会议，会

议由党委书记彭辉主持。

彭辉带头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

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党委副书

记许辉领学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历次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上重要讲话精神及习近平同志《论把握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2月24日上午，青岛能源所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

心组学习会议，研究所全体党委委员参加会议，会议

由党委书记彭辉主持。

彭辉领学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党委副书记徐

峰领学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

党委委员依次发言、深入研讨。一致认为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

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精神为研究所深入分析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面

临的形势和任务、充分认识实现“双碳”目标的紧迫

性和艰巨性以及做好重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研究

所要进一步分析现发展阶段存在的主要矛盾和不足，

按照今年院工作会精神要求，努力做到强基础，抓攻

关、聚人才、促改革，在服务国家“双碳”战略的同

时不断提升研究所对外竞争力。

彭辉指出，全所上下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不折

不扣地抓好贯彻落实。所党委要切实发挥“把方向、管

大局、保落实”的作用，不断提高战略思维能力，按照

党中央、院党组要求，围绕研究所“十四五”规划、国

重重组等工作进一步讨论、凝练布局、突出重点，不断

统一思想，做好工作的推进和落实，在持续推动能源革

命、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和加快绿色低碳科技革命等方

面发挥“国家队”应有作用。

随后召开了党委会议，研讨了所党委2022年党

建工作要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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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能源所召开科研经济业务审计通报会

3月31日下午，青岛能源所召开科研经济业务审

计通报会，管理及支撑部门参会代表、研究组科研

财务助理等50余人参加会议。纪委书记李明出席会

议并发表讲话。

会议结合科研财务助理的岗位职责及五年来科

研经济业务审计要点，聚焦中科院审计发现问题和

研究所自身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分析了在采购管

理、资产管理、专家咨询费等7个方面存在的问题隐

患，通过宣贯梳理制度内控流程解读了业务流程中

需要注意的审计风险点。会议还通报了科研财务助

理违规违法的典型案例，为与会人员做了廉洁从业

提醒。                                                                    

李明指出，科研财务助理是把好科研经费使用

的第一道关，要当好大管家，立足本职工作，严格

制度执行，要建立底线思维，红线意识，增强廉洁

自律意识，共同营造和维护风清气正的科研创新环

境，为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保障。

党委委员依次发言，针对全国两会精神和习近

平经济思想开展了深入研讨。一致认为要瞄准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全局性、长远性的重大科技问

题，强基础、抓攻关，将科技创新工作与国家发展

需要、与推动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密切结合。国家多

次提出新型研发机构，其重要特征就是融通创新，

研究所作为技术供给方，要主动思考如何与产业投

资方深度融合，从所层面不断推动政策的改革创

新，不断优化评价体系，引导广大科研人员转变科

研理念、科研范式，面向产业实际需求做科研，履

行好科技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彭辉指出，全所上下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的“五个必由之路”和我国发展的“五个战略性

的有利条件”，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

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结合新发展阶段，

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围绕科

研院所的治理体系，在体制机制、文化理念等方面有

效布局、推动合作，争取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在

科技支撑国家“双碳”目标中发挥更大作用。

随后召开了党委会议，集中学习了院、分院

2022年党建工作要点，审议研究所2022年党的建设

工作计划和“基层组织见成效”活动工作计划，听

取并审议了工会、团委工作计划，集体讨论了近期

“三重一大”事项。

青岛能源所党委组织“我的园区我美化”
主题特色活动

近日，青岛能源所党委围绕正在建设的王哥庄

新园区绿化方案，组织开展了“我的园区我美化”主

题特色活动，号召各党支部和全体党员积极参与到新

园区建设中。

3月中旬，各党总支、党支部分别组织党员针对新园

区初步绿化方案开展了广泛研讨，共提出“在园区绿化

建设中体现绿色、低碳、环保理念”“将弘扬科学家精

神融入园区建设”等32条建设性意见建议，后续将由研

究所基建处与设计公司进一步讨论，对提出的意见建议

做合理采纳，进一步完善新园区绿化建设方案。

此次活动作为研究所创新文化建设品牌活动之

一，进一步丰富了党支部组织生活形式，通过亲自参

与谋划新园区建设，增强了广大党员、职工、学生对

研究所的责任感，提升了凝聚力。 

闻令而动 奉献担当
——青岛能源所党员志愿者赴基层一线参与抗疫
志愿服务

在当前国内多地新冠疫情严重反弹，青岛市疫

情防控工作复杂严峻，基层一线疫情防控任务重、压

力大、人手紧等诸多困难的形势下，3月16日，青岛

能源所党委积极响应青岛市驻青国企党建研究会关于

组织驻青国企党员干部到基层一线参与抗疫工作的号

召，迅速面向各党支部和全体党员征集志愿者参与组

建“驻青国企志愿服务队”，到基层一线参与抗疫相

关工作。

3月22日，研究所党员志愿者武景丽、李广慈按

照上级统一安排赴中韩街道都市果岭小区核酸检测

点参与志愿服务。早晨五点多从家出发，六点前集

结完毕，快速熟悉、适应岗位，确保六点半整装上

岗。青岛的早春风大天冷，志愿者们需全程穿防护

服、戴防护面罩和防护手套，行动并不方便，但仍

热情饱满、积极参与到工作中去，认真登记每名前

来参与检测群众的住址、人数，一直到晚上七点才

收工，把自己的能量发挥到极致，用行动诠释了党

员的责任和担当。

在这次抗疫大考中，在共克时艰的时日里，青

岛能源所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将带头严格落实政府相关

部署，切实发挥“两个作用”，积极配合和协助做好

疫情防控相关工作，以党员的政治担当凝聚起抗击疫

情的强大力量，合力筑牢疫情防控坚实防线，同全市

人民共盼春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