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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碳”背景下，煤电受到广泛关注。2020

年，我国煤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分别占电力装机总量

和发电总量的49.1%和60.8%。尽管我国已经明确碳

达峰目标与碳中和愿景，但人们容易忽略短期内煤电

仍是我国主要电力来源这一事实。煤电的发展离不开

水资源，煤电在主要发电技术中耗水强度最高。而我

国是一个典型的缺水国家，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

均水平的1/4左右。另外，由于我国煤炭资源和水资

源在空间上不匹配，煤电行业的扩张进一步加剧了缺

水地区的供水危机。因此，有效节水对于煤电工业的

可持续发展非常必要和迫切。

青岛能源所泛能源大数据与战略研究中心谢克

近年来，随着电动汽车的推广和应用，当今社

会对电化学储能器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传统的

锂离子电池受制于电极材料较低的理论容量，难以满

足高能量密度储能系统的要求。基于多电子转换反应

的锂硫电池具有相对超高的比能量，并且原料来源丰

富、价格低廉、低毒无害，被认为是最具潜力的下一

代高能量电池体系之一，成为当前电化学储能领域的

重要研究热点和方向。

然而，锂硫电池固有的自身缺陷严重阻碍了其

持续的推广及应用：一方面，由于硫单质及还原产物

多硫化合物（Li2S/Li2S2）的导电率低，导致锂硫电池

中活性物质利用率低，倍率性能差；另一方面，在充

放电过程中产生的可溶性多硫化合物，会导致“穿梭

效应”的出现，极大地降低了电池的循环寿命。因

泛能源大数据与战略研究中心首次对我国煤电行
业自身节水潜力完成系统性评估

谢克昌、田亚峻带领的泛能源大数据与战略研究中心，首次对我国煤电行业自身节水潜

力进行了系统性的评估，自下而上编制了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煤电行业水耗清单，并

比较了2016-2020年各省煤电行业自身节水措施与引入其他发电技术的节水效果。

昌、田亚峻团队，首次对我国煤电行业自身节水潜

力进行了系统性的评估，自下而上编制了我国30个省

级行政区的煤电行业水耗清单，并比较了2016-2020

年各省煤电行业自身节水措施与引入其他发电技术

的节水效果。结果表明，2016年我国各省煤电用水

强度为0.52-1.85升/千瓦时，通过自身节水的努力，

到2020年将减少0.04-0.27升/千瓦时，全国总节水潜

力达到6.45亿立方米/年。这一节水潜力与引入其他

发电技术的6.76亿立方米/年的节水潜力基本相当。

该工作近期发表于Sustainable Energy Technologies and 

Assessments。

研究建议未来节水应聚焦于电力结构以煤电主

导的省份。水资源容量为负的省份（天津、河南、山

东、河北、江苏和宁夏）更是节水的重中之重。这些

省份如何选择和平衡煤电行业自身节水和其他发电技

术的引入，取决于当地煤电行业平均用水强度与用水

强度极限值的差异。考虑到煤电在我国电力结构中的

主体作用以及雄心勃勃的“双碳”目标，建议在短期

内应聚焦煤电行业自身节水措施，长期战略应注重多

元化电力结构。

本研究旨在引起政府、行业、企业和学术界对

煤电行业自身节水成效的关注。

该工作获得了中国工程院和山东能源研究院的

支持。

（文/图 辛洪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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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a.2021.101464

Junjie Li, Yueling Zhang, Yelin Deng, Deping Xu, 

Yajun Tian*, Kechang Xie. Water consumption and 

conservation assessment of the coal power industry in 

China. Sustainable Energy Technologies and Assessments 

47 (2021) 101464

图1 2020年各省电力部门和煤电行业用水强度以及未来的节水路径

先进储能材料与技术研究组开发出双碳双活性物
质的新型锂-硫（硒）电池体系

武建飞研究员带领的先进储能材料与技术研究组巧妙利用硫和硒的协同作用，通过弥

补各自体系的“木桶短板”，成功设计开发了一种具有双碳双活性物质的新型锂-硫

（硒）电池体系。该体系可以有效提高三维碳载体骨架的导电性和结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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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谢物组学研究组开发出生产高纯度DHA的细胞
工厂

崔球研究员带领的代谢物组学研究组通过代谢工程策略对裂殖壶菌的油脂合成通路进

行改造，通过弱化DHA合成的竞争途径-脂肪酸合酶途径、增加脂肪酸合成的前体、强

化脂肪酸的贮存途径，获得了合成高纯度DHA的裂殖壶菌细胞工厂，DHA含量达到331 

mg/g，占总油脂的61%。

二十二碳六烯酸（DHA），俗称“脑黄金”，

是大脑和视网膜组织中磷脂的重要组成物质，其作为

药品和保健食品具有广阔的开发应用前景。裂殖壶菌

（Aurantiochytrium sp.）是目前工业化发酵生产DHA

的代表性物种之一，具有高生物量、高油脂含量和易

培养等特点。2010年，利用裂殖壶菌生产的DHA藻油

被我国卫生部批准为新资源食品，其食品安全性得到

广泛的认证。

藻油DHA的成本主要包括发酵成本和油脂加工

提纯成本，它们与裂殖壶菌藻油中的DHA纯度和产

量密切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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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人工改造裂殖壶菌提高其脂质中DHA的纯

度及产量，进而提高藻油DHA的产品品质、降低藻油

DHA的生产成本。近日，该研究组通过代谢工程策略

对裂殖壶菌的油脂合成通路进行改造，通过弱化DHA

合成的竞争途径-脂肪酸合酶途径、增加脂肪酸合成

的前体、强化脂肪酸的贮存途径，获得了合成高纯度

DHA的裂殖壶菌细胞工厂，DHA含量达到331 mg/g，

占总油脂的61%。该成果被食品科学领域的知名期刊

此，开发具有高导电性，同时对“穿梭效应”具有较强弱化能力的正

极材料，是获取高性能锂硫电池的关键技术所在。

青岛能源所先进储能材料与技术研究组武建飞研究员多年来深

耕锂硫电池领域，针对锂硫电池的本征缺陷提出了多种解决思路，

并且取得了一系列的创新性研究成果（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 6 (2018), 23486-23494; Electrochimica Acta, 295 (2019), 684-692; 

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11 (2019), 15607-15615; Advanced 

Materials Interfaces, 2020, 2001698）。业界在前期的研究发现，与硫

同族的硒元素具有和硫类似的转化反应机理，并且锂硒电池的“穿梭

效应”可以明显得到抑制。但较为可惜的是，与锂硫电池相比，锂硒

电池容量较低，无法满足高比能电池的要求。针对这一问题，该研究

组博士生杨泽文巧妙利用硫和硒的协同作用，通过弥补各自体系的

“木桶短板”，成功设计开发了一种具有双碳双活性物质的新型锂-

硫（硒）电池体系。该体系以壳聚糖基衍生碳为基底，三维缠绕碳

纳米管构成双碳的活性物质载体，这可以有效提高三维碳载体骨架

的导电性和结构稳定性；另外，通过煅烧方式负载硫-硒复合物作为

活性材料，最终获得具有高容量、高循环稳定性能的锂硫（硒）电

池正极材料。研究结果表明，在

0.5 C（1 C=1340 mA·g-1）电流密

度下，电池经过500次循环后仍然

保持833.2 mAh·g-1的高比容量。

此外，该工作还利用简便有效的测

试手段对此电池体系的充放电机理

进行了探讨，得出了硫-硒复合物

作为活性物质的反应机理为锂硫和

锂硒电池基本反应步骤的组合。本

工作为解决锂硫电池的本征缺陷问

题提供了新的参考思路；同时，也

为硫族元素在锂金属电池中的研究

和应用奠定了基础。本工作的相关

研究成果最近以“Novel Lithium-

Chalcogenide Batteries Combining 

S ,  S e  a n d  C  C h a r a c t e r i s t i c s 

Supported by Chitosan-Derived 

Carbon Intertwined with CNTs”为

题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上（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2022, 427, 

131790。IF=13.273）。

（文/图 杨泽文 张源）

原 文 链 接 ： h t t p s : / / d o i .

org/10.1016/j.cej.2021.131790

Zewen Yang, Dandan Jia, Yue 

Wu, Depeng Song*, Xiaolin Sun, 

Cheng Wang, Li Yang, Yuan Zhang, 

Jing Gao, Takeo Ohsaka, Futoshi 

Matsumoto, Jianfei Wu*, Qiang Shen, 

Novel Lithium-Chalcogenide Batteries 

Combining S, Se and C Characteristics 

Supported by Chitosan-Derived 

Carbon Intertwined with CNTs.

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2022, 

427, 131790　

图1 利用代谢工程手段制备生产高纯度DHA细胞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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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Agriculture and Food Chemistry以内封面文章

的形式报道。

该研究利用代谢工程手段对裂殖壶菌脂肪酸

合酶途径进行弱化，获得裂殖壶菌突变株的生长

速率、最终生物量和总脂肪酸产量没有发生明显变

化，但显著提高了脂质中DHA的比例。在此基础

上，通过表达油脂合成途径的关键酶乙酰辅酶A羧

化酶和二脂酰甘油酰基转移酶，进一步提高裂殖壶

菌的总脂肪酸产量和脂质中DHA的纯度，而生物量

和细胞生长速率不受影响，确保获得的突变株符合

工业化生产需求。

该工作主要由代谢物组学研究组王卓君博士完

成，宋晓金副研究员和王森助理研究员为通讯作者。

以上工作得到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的资助。

（文/图 王森 宋晓金） 

原文链接：Wang Z,  Wang S ,  Feng Y,  Wan 

W, Zhang H, Bai X, Cui Q, Song X: Obtaining High-

Purity Docosahexaenoic Acid Oil in Thraustochytrid 

Aurantiochytrium through a Combined Metabolic 

Engineering Strategy. J Agric Food Chem 2021. https://doi.

org/10.1021/acs.jafc.1c03781 

以聚球藻和原绿球藻为主的超微型浮游植物是

海洋中丰度最高、生物量最大的光合自养生物。寡营

养大洋中总固碳量的80%以上是由超微型浮游植物所

贡献，它们在调节气候变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尤其

聚球藻在海洋中具有明显的生存竞争优势，使其无论

是在营养丰富的近海、贫营养的大洋、还是寒冷的极

地海洋中都广泛分布，并成为浮游植物优势类群之

一。聚球藻不仅是海洋固碳和“生物泵”储碳的重要

贡献力量，近期实验室发现聚球藻还能通过类似于

“微型生物碳泵”的机制直接生产惰性溶解有机碳

（RDOC），驱动碳以溶解态的形式在海水中被长期

封存，形成长久碳汇（Zhang et al., 2021）。鉴于聚球

藻的重要生态地位和作用，揭示其在海洋中的生存竞

争优势是透视海洋碳汇功能的一个重要窗口。

实际上聚球藻在海洋中从来不是孤立存在，始

终和微生物群落密不可分，彼此间有着错综复杂的互

作关系。除了光照和营养盐条件是影响聚球藻生理生

长的关键因素外，某些环境下微生物群落亦可直接主

宰聚球藻的生死。前期人们已观察到聚球藻和微生物

间的各种相互作用（如互利共生、敌对拮抗或竞争抑

制等），然而以往研究中大多是局限于聚球藻与某些

特定种属微生物间的互作关系或者仅研究了某个有限

海洋碳汇与能源微生物研究组揭示基于微生物固氮
的“菌群重建-促藻固碳”机制和增加碳汇新途径

张永雨带领的海洋碳汇与能源微生物研究组研究发现在长达3年无任何外加营养补给的情

况下，一株海洋聚球藻能始终保持旺盛的光合固碳活性和非常高的细胞丰度，令人惊奇

的是该聚球藻自身无固氮能力，但其培养液中始终保持着非常高的氮营养水平，暗示着

聚球藻可能与共存的微生物群落建立了一个可实现营养自给自足的可持续微生态系统。

时间阶段内聚球藻和微生物的互作关系等，而在自然

海洋环境中聚球藻和微生物的相互作用无时无刻不在

发生，并可能不断发生变化。因此揭示聚球藻和微生

物之间在群落水平和在长时间尺度内的动态关系变化

及其作用机制有助于更深入了解聚球藻在海洋中占据

生存竞争优势的原因所在。

青岛能源所海洋碳汇与能源微生物研究组张增

虎等发现在长达3年无任何外加营养补给的情况下，

一株海洋聚球藻能始终保持旺盛的光合固碳活性和

非常高的细胞丰度，令人惊奇的是该聚球藻自身无

固氮能力，但其培养液中始终保持着非常高的氮营

养水平，暗示着聚球藻可能与共存的微生物群落建

立了一个可实现营养自给自足的可持续微生态系

统。为了验证这一现象的可重复性和背后机制，他

们通过人工构建聚球藻与自然海水微生物群落的共

存体系，研究了聚球藻与共生菌群在长期共存（近3

年）下的互作关系变化以及背后潜在的营养循环机

制，揭示藻菌关系历经彼此敌对、共存、再到最终

的互利共生关系的动态变化过程。同时发现在藻菌

敌对阶段，抑藻菌（46%）占据优势，但菌群中同

样存在着26%的促藻菌。随着聚球藻与异养菌群共

存时间的延长，不同细菌间的复杂互作（如群体感

应、相互促进或敌对等）共同推动了细菌群落结构的

动态演替，并伴随着促藻菌与抑藻菌比率的变化，最

终实现聚球藻与细菌群落的互利共生，建立了可自给

自足的内部营养循环（尤其是氮循环），使得它们在

没有任何外部营养供应的情况下得以长期生存。宏基

因组分析和具功能活性的固氮菌的成功分离表明共生

体系中丰富的氮营养可能主要来自于异养微生物的固

氮作用。该研究揭示了聚球藻和异养细菌在长期共存

下趋于互利共生的特性，暗示异养微生物可能是聚球

藻在全球海洋（尤其是寡营养海区）中具有生存竞争

优势的重要支撑，为理解聚球藻在全球海洋中的广泛

分布和竞争优势提供了新的线索，也为基于微生物菌

群重建来提高微藻固碳提供了新的思路，是提升水

生态系统碳汇能力的一种非常有潜力的创新途径。

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微生物顶级期刊《Mbio》

（Zhang et al., 2021a）。

该工作由青岛能源所海洋碳汇与能源微生物研

究组张永雨研究员主持，并与厦门大学焦念志院士、

张瑶教授以及海南大学高树基教授合作完成，获得了

国家基金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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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研发专项

课题、青岛能源所自主创新基金、以及青岛能源所-

　　图 聚球藻与异养菌群长期共存下互作关系的动态变化、菌群结构演替与功能代谢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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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细胞中心提出“拉曼组内关联分析”揭示代谢
物转化网络

徐健带领的单细胞中心提出了名为“拉曼组内关联分析”（Intra-Ramanome 

Correlation Analysis; IRCA）的理论框架与算法，并示范了细胞工厂功能测试等方面

的应用。

细胞内代谢物之间是否正在发生相互转化，是

细胞代谢活动最重要的动态特征之一，但其检测方

法一般极为繁琐。针对这一瓶颈，青岛能源所单细

胞中心提出了名为“拉曼组内关联分析”（Intra-

Ramanome Correlation Analysis; IRCA）的理论框架与

算法，并示范了细胞工厂功能测试等方面的应用。

在无需标记或破坏细胞的前提下，IRCA仅仅基于一

个拉曼组数据点（即一个样品的一个状态），利用其

中不同单细胞拉曼光谱的差异，就能推测该状态下

的代谢物相互转化网络。相关工作于8月31日发表于

《mBio》。

代谢物相互转化网络的构建，传统上基于质谱

或色谱等代谢组学方法。它们通常必须破坏细胞，每

次分析需要大量的细胞，而且要求基于一系列不同代

谢状态的实验样品进行关联比较，这导致整个过程非

常繁琐与耗时。针对这一瓶颈问题，单细胞中心提出

了基于“拉曼组”（ramanome）的原创解决方案。拉

曼组，是一个细胞群体在特定状态下单细胞拉曼光谱

的集合。这些单细胞，尽管遗传背景与环境条件等均

一致，但其代谢状态却可各不相同，导致其拉曼光谱

之间具有细微且显著的差异。一个“遗传同质性”样

品中细胞间具有“代谢异质性”，是生命体系最本质

的特性之一。

利用该本质特性，单细胞中心何曰辉博士带

领的研究小组提出了命名为“拉曼组内关联分析”

（Intra-Ramanome Correlation Analysis; IRCA）的思

路。首先，一张单细胞拉曼光谱中数百乃至数千的

拉曼谱峰中，每个谱峰（或其组合）可潜在代表一

个代谢表型，如一类化合物的种

类与含量。其次，把每个细胞作

为一个独立的生物学重复，在不

同细胞之间，将同一位置的谱峰

与其它任一谱峰进行两两关联分

析，如果发现呈现“负关联”的

峰-峰组合，即意味着其对应的两

类化合物之间存在相互转化的关

系。最后，将该分析拓展到单细

胞拉曼光谱中所有可能的峰-峰组

合，则能建立一个该状态下之细

胞内化合物相互转化（或代谢表

型相互关联）的“网络”。

该研究小组以各种光合微藻

为模式，通过一系列系统性的生物

化学与遗传学实验，验证了IRCA

预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这些

实验证明，仅仅需要一个样品（即

一个拉曼组数据点）中的数十个

细胞，通过IRCA算法，就能够揭

示该特定条件与时间下，细胞中蛋

白、多糖、油脂、色素、核酸等各

种储碳物质的相互转化规律。这些

规律的快速探测，对于光合固碳细

胞工厂的筛选与表征至关重要。

最 后 ， 研 究 人 员 还 通 过

I R C A ， 构 建 了 微 藻 、 酵 母 、 大

肠杆菌等物种在多种状态下的代

谢物转化网络，验证了该方法的

广 谱 适 用 性 ， 并 证 明 这 种 名 为

IRCN（Intra-Ramanome Correlation 

Network）的网络有望成为一种极

为灵敏、信息量丰富的代谢表型组

学数据类型，来定义、表征乃至监

测任何细胞体系的代谢功能。 

相对于质谱、色谱等分析手

段，IRCA具有超灵敏、快速、高通量、低成本（无需试剂耗材）等

核心优势，因此IRCA将在合成生物学、精准医学、生态监控、生物

制造等广阔领域开辟一系列全新的应用。同时，基于拉曼组概念和单

细胞拉曼分选等核心器件的创新，单细胞中心发明和产业化了临床单

细胞拉曼药敏快检仪CAST-R、单细胞拉曼分选-测序文库耦合系统

RACS-Seq、高通量流式拉曼分选仪FlowRACS等。IRCA将通过这些原

创国产的单细胞科学仪器，服务于广大的科学与产业用户。

该工作由单细胞中心徐健研究员主持完成，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中国科学院先导专项、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

基金的支持。

（文/何曰辉  图/刘阳）

原文链接：https://journals.asm.org/doi/10.1128/mBio.01470-21 

Yuehui He, Shi Huang, Peng Zhang, Yuetong Ji, Jian Xu. Intra-

Ramanome Correlation Analysis unveils metabolite conversion network from 

an isogenic population of cells. mBio 2021, 12(4): e01470-21.

大连化物所融合基金等的资助。

（文/图 张增虎）

相关发表文章目录：

1. Zhang ZH#, Shailesh Nair#, Tang LL, Zhao HS, 

Hu ZZ, Chen MM, Zhang Y, Kao SJ, Jiao NZ, Zhang YY*, 

Long-term survival of Synechococcus and heterotrophic 

bacteria without external nutrient supply after changes in 

their relationship from antagonism to mutualism. Mbio, 

2021a. DOI:10.1128/mBio.01614-21.

原文链接： https://journals.asm.org/doi/10.1128/

mBio.01614-21 

2. Zhang ZH#, Tang LL#, Liang YT, Li G, Li HM, 

Rivkin R, Jiao NZ, and Zhang Y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Synechococcus strains and heterotrophic 

bacterial communities and its associated carbon flow. 

Journal of Applied Phycology, 2021b;33:953–966.

图 拉曼组内关联分析（IRCA）仅需一个细胞群体的一个状态，即可预测其代谢

物转化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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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功能材料与器件研究组揭示了有机光伏活性
层内的分子间相互作用协同机制

包西昌研究员带领的先进功能材料与器件研究组基于此前在A-D-A型小分子受体(SMA)

侧链工程及分子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基础上，开展了活性层内分子间相互作用的协同研

究，合成了三种SMAs 并探究了其对光伏性能的影响，表明不同的端基影响受体的结晶

度和静电势分布，进而调控分子间的相互作用。

近年来，有机光电材料和器件

工艺不断创新，有力推动了有机太

阳能电池事业的蓬勃发展。然而对

于活性层内部复杂的分子间相互作

用知之甚少。因此，探究分子间相

互作用机制的相关研究对调控活性

层微结构和激子、电荷行为至关重

要。A-D-A型小分子受体（SMA）

因其独特的推拉电子结构而具有

较强的分子内电荷转移（ICT）效

应、易于调节的吸收范围和带隙及

优异的平面性，有利于活性层形成

良好的纳米互穿网络结构。SMA主

要由π共轭骨架、侧链和缺电子

端基组成。端基之间的π-π堆积

为SMA排列提供了主要电荷传输通

道，此外，在活性层端基与给体材

料（D）之间存在分子间相互作用

也已被证实。因此，利用端基工程

调控受体分子间（A/A）及给受体

分子间（D/A）相互作用对构建高

效的有机光伏具有重要意义。

先进功能材料与器件研究组

基于此前在SMA侧链工程及分子间

相互作用的研究基础上(Adv. Mater. 

图1. 小分子受体LA15-LA17的合成路线及结构式

图2. (a) 端基与SMAs的ESP图。(b和c) 端基中原子的平均ESP和ESP区域分布。(d和e) SMAs中原子的

平均ESP和ESP区域分布。(f) SMAs薄膜接触角图。

图3. 分子间相互作用对BHJ形貌的影响示意图

2019, 31, 1807832; The Innovation 2021, 2, 100090; Adv. Funct. Mater. 

2021, 30, 2007088)，开展了活性层内分子间相互作用的协同研究。该

研究将三种端基DCI、CPTCN和F-DCI分别引入甲氧基取代的引达省并

二噻吩（IDT）共轭骨架，并引入丁基苯基（C4Ph）侧链调控其结晶

性和共混性行为，合成了三种SMAs (LA15、LA16和LA17，图1)，并从

D/A和A/A分子间相互作用的双重视角探究了其对光伏性能的影响。表

明不同的端基影响受体的结晶度和静电势（ESP）分布，进而调控A/

A和D/A分子间的相互作用。虽然LA15表现出中等的结晶度A/A相互作

用，但其合适的ESP分布诱导产生适中的D/A分子间相互作用，获得了

13.10%的光伏效率。LA17由于异构体的存在表现出弱A/A相互作用，

但其大的静电势诱导产生明显增强的D/A相互作用，从而产生了严重

的电荷复合，效率低至12.07%。相反，高结晶度的 LA16具有强A/A相

互作用及适中的ESP分布带来相对较弱的 D/A 相互作用，二者协同作

用获得了最优的 BHJ 形貌、电荷传输和最低复合损失，获得了最佳器

件效率。

需要说明的是，受体分子间A/A相互作用与材料

分子堆积和结晶性密切相关，因此该研究工作中采用

结晶性来定性评估A/A相互作用强度。而D/A相互作

用通过ESP分布、Flory-Huggins相互作用参数（χ）

及分子动力学分析（图2）。表明BHJ的微观结构与

光伏性能受A/A和D/A相互作用的共同影响，较强的

A/A相互作用有利于增强分子堆积，形成优良的电荷

传输通道，但是过强的A/A相互作用会导致大聚集体

的产生，增强激子复合。同时，过强的D/A相互作用

易形成过度共混的形貌特征，增加电荷复合损失，适

度的D/A相互作用有助于BHJ形成良好的纳米互穿网

络结构和分子取向。因此，均衡的A/A和D/A相互作

用可以改善太阳能电池的电荷传输及电荷复合损失，

有利于构建高效的有机光伏体系（图3）。

该工作近期以题为“Balancing Intermolecular 

Interactions between Acceptors and Donor/Acceptor 

for Efficient Organic Photovoltaics”发表在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上。论文第一作者为韩晨雨，共同

作者为王剑晓；通讯作者为包西昌研究员、李永海副

研究员等。该项目获得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山东能源研究院等项目的资助。

感谢中科院化学所陈亮亮同学对材料纯化的帮助。

（文/图 李永海 韩晨雨）

论文链接：https : / /onl inel ibrary .wi ley .com/

doi/10.1002/adfm.202107026 



科研进展

12   13

科研进展

微生物制造工程中心发现蒽醌类天然产物开环新
机制

吕雪峰研究员带领的微生物制造工程中心科研人员针对土曲霉地曲霉素生物合成基因簇

中关键基因GedF和GedK展开了研究，发现了一类双酶催化的蒽醌双加氧开环新机制。

以大黄素为代表的蒽醌类化

合物是一类广泛存在于植物和丝状

真菌中的重要天然产物，因其多样

的生物学活性，如消炎、抗病毒、

抗肿瘤、抗氧化、泻下等，而受到

广泛关注。蒽醌化合物C10-C4a键

的切割是导致开环产生的裂醌化合

物结构多样性的关键。尽管裂醌化

合物的生物合成途径已基本清晰，

但其中最为关键的蒽醌开环机制却

仍存在疑团。

日前，青岛能源所微生物制

造工程中心研究人员针对土曲霉地

曲霉素生物合成基因簇中关键基因

GedF和GedK展开了研究，发现了

一类双酶催化的蒽醌双加氧开环新

机制，相关成果已以“Bienzyme-

catalytic and dioxygenation-mediated 

anthraquinone ring opening”为题，

在线发表于最新出版的化学领域权

威期刊《美国化学会志》（J. Am. 

Chem. Soc.）上。

大黄素-8-甲醚是一种蒽醌类

化合物，也是土曲霉地曲霉素生物

合成途径中的关键中间体。基于

前期同位素追踪实验和日本学者

Sankawa等的研究结果，长期以来科学界一直倾向于大黄素-8-甲醚

的Baeyer-Villiger氧化开环假说。基于该假说，一个Baeyer-Villiger氧

化酶催化大黄素-8-甲醚生成具有七元环结构的中间体，进而水解开

环形成开环产物desmethylsulochrin。但是，本工作中研究人员通过一

系列体内敲除和体外酶活表征研究发现，GedF和GedK两个酶共同催

化了大黄素-8-甲醚的开环过程，其中GedF首先催化还原大黄素-8-

甲醚产生大黄素-8-甲醚氢醌，进而大黄素-8-甲醚氢醌在GedK的作

用下开环产生desmethylsulochrin（图1）。

进一步18O同位素追踪实验显示，开环产物desmethylsulochrin

中新增的两个氧原子均来源于同一个O2分子，且GedK执行催化开

图1. 土曲霉大黄素-8-甲醚开环机制

（A）传统的大黄素-8-甲醚开环机制假说；（B）修正的大黄素-8-甲醚开

环机制假说。

环功能并不需要辅因子FAD和NADPH的参与，这说

明GedK是一类独特的不需要辅因子参与的双加氧

酶。上述发现彻底推翻了传统的蒽醌化合物Baeyer-

Villiger氧化开环假说，并提出了一种双酶催化双加

氧反应介导的蒽醌开环新机制。

有意思的是，还原酶GedF和双加氧酶GedK双酶

开环系统具有较广的底物宽泛性，可催化多种蒽醌类

化合物开环，且其同源蛋白在自然界裂醌化合物生物

合成基因簇中成对出现并存在共进化关系。本研究的

开展不仅为阐明更加复杂的裂醌化合物生物合成机制

提供了借鉴，更为合成生物学元件库提供了两种全新

的酶学元件。

青岛能源所吕雪峰研究员为本论文的通讯作

者，副研究员齐飞飞为论文的第一作者。本研究获得

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山东省人才计划和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的支持。

（文/图 齐飞飞）

文章链接：https://doi.org/10.1021/jacs.1c07182 

低碳催化转化研究组开发金属离子诱导MXene凝
胶化-硫化策略制备高效电还原氮气合成氨催化剂

杨勇研究员带领的低碳催化转化研究组，开发了一种金属离子诱导MXene凝胶化-硫化

通用策略成功制备了硫掺杂MXene负载金属硫化物纳米颗粒三维（3D）气凝胶结构催化

剂，实现了电催化氮还原合成氨活性的极大提升。

二维过渡金属碳（氮）化物(MXene)，作为一种

新型二维过渡金属碳化物或氮化物材料具有优异的导

电性、丰富表面官能团化学性质、可调的层状结构等

特点，近年来在能源、光电催化、气体分离等领域引

起越来越多研究人员的关注。然而， MXene二维材料

层状结构间存在范德华作用力和氢键相互作用力，使

其易堆叠和团聚，降低了表面活性位点的暴露、电子

传递和传质过程，从而限制了其在电化学催化等多个

领域的应用。如何解决MXene易堆叠、活性位点暴露

不足等问题，改善MXene基纳米结构催化剂的电化学

氮还原活性，仍存在较大的挑战。

近日，青岛能源所的低碳催化转化研究组，在

前期无金属氮掺杂生物质多孔炭材料（Catalysts 2020, 

10, 353），双界面锡异质结纳米结构催化剂（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 2021, 13, 15270）用于

室温电化学氮还原，以及开发MXene基纳米催化剂

（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2021, 13, 27323）

用于光催化有机转化的研究基础上，开发了一种金属

离子诱导MXene凝胶化-硫化通用策略成功制备了硫

掺杂MXene负载金属硫化物纳米颗粒三维（3D）气凝

胶结构催化剂，实现了电催化氮还原合成氨活性的极

大提升。

MXene表面具有大量的-OH和-F官能团，通过

引入带正电荷的金属阳离子(Fe2+,Co2+,Ni2+)，破坏了

MXene层与层之间的静电斥力，使得MXene快速凝胶

化，通过冷冻干燥，获得3D多孔MXene气凝胶(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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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对M2+/MAs进一步硫化热解处理，获得了硫

掺杂MXene负载金属硫化物纳米颗粒3D气凝胶纳米

材料(MS@S-MAs)。金属阳离子不仅作为交联剂促使

MXene凝胶化，还可通过硫化形成金属硫化物纳米颗

粒作为氮气分子的吸附活化位点。

金属离子诱导MXene凝胶化-硫化策略制备得到

的3D多孔气凝胶纳米催化剂CoS@S-MAs，相比于非

气凝胶纳米材料CoS/S-MSs，具有大的比表面积，丰

富的3D多级孔结构。该结构不仅有助于暴露更多的

活性位点，增加氮气分子的吸附活化过程，还有利于

电解液的流动，加快物质传递过程。此外，硫化钴

纳米颗粒与硫掺杂MXene之间形成大量的具有强相互

作用的界面结构，不仅有助于抑制MXene的自堆叠现

象，且利于界面处的电子转移和物质传递，从而加速

了电化学氮还原反应动力学过程。

在室温常压温和条件下，该材料表现出优异

的电化学氮还原反应催化活性，在电位为-0.15 V 

(vs. RHE), 实现了12.4 μg·h-1mg-1cat 产氨速率

和27.05 %法拉第效率。该活性数值超过了大多数

已报道的钴基纳米催化剂。更重要的是，该催化

图1. CoS@S-MAs纳米催化剂制备流程图以及电镜表征图

多孔催化材料研究组基于限域热转化策略合成单
原子催化剂

王光辉研究员带领的多孔催化材料研究组开发了一种限域热转化策略合成了氮掺杂介孔

碳球负载的单原子催化剂。此策略首先采用软模板法合成了以金属纳米簇为核、介孔聚

合物为壳的核-壳型介孔聚合物球，随后经限域热转化过程将其转化为氮掺杂介孔碳球

负载的单原子催化剂。

碳载单原子催化剂近来在多相催化领域受到

了广泛关注，因为碳载体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质能够

实现单原子的高效负载，同时杂原子的掺杂可以修

饰单原子的配位环境，从而调节反应活性。然而最

大限度地提高单原子利用率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这是因为合成过程中大量单原子被嵌入到碳基底或

微孔孔道中，在催化过程中由于传质限制而失去作

用。因此设计合成具有介孔孔道的氮掺杂碳球作为

载体是增加活性位点暴露和提高原子利用效率的一

种非常有效的方法。

近日，青岛能源所王光辉研究员带领的多孔催

化材料研究组开发了一种限域热转化策略合成了氮掺

杂介孔碳球负载的单原子催化剂。此策略首先采用软

模板法合成了以金属纳米簇为核、介孔聚合物为壳的

剂具有优异的稳定性，经过50小时测试后电化学

活性未见明显衰退。此外，该金属离子诱导MXene

凝胶化-硫化策略具有较强的普适性，可适用于制

备三维气凝胶结构催化剂如FeS@S-MAs、CuS@

S-MAs、NiS@S-MAs，且均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

3D多孔结构和丰富的界面结构。同样地，相比于非

气凝胶结构催化剂，它们均表现出更加优异的电化

学氮还原活性。该工作为合成MXene基3D多孔气凝

胶结构纳米材料提供了新策略，为探索在能源催化

转化、气体分离和光电催化转化等领域的研究提供

了新思路。

相关研究结果已于近日发表在Small期刊，博士

研究生李庆林为该论文的第一作者，杨勇研究员为论

文的通讯作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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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 李庆林）

相关发表论文：

1. Qinglin Li, Tao Song, Zhaozhan Wang, Xiaoxue 

Wang, Xin Zhou, Qi Wang*, Yong Yang*, A General 

Strategy toward Metal Sulfide Nanoparticles Confined 

in a Sulfur-Doped Ti3C2Tx MXene 3D Porous Aerogel 

for Efficient Ambient N2 Electroreduction. Small 2021, 

2103305.

原文链接：https : / /onl inel ibrary .wi ley .com/

doi/10.1002/smll.20210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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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和俊调研青岛能源所

2021年10月10日，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阴和俊调研青

岛能源所，中科院重大科技任务局副局长陈海生、人事局副局长蔡宏

志、沈阳分院分党组书记于海斌、沈阳分院院长韩恩厚陪同调研。

调研期间，阴和俊一行现场调研了我所（含能）生物合成技术中

心、泛能源大数据与战略研究中心、固态能源系统技术中心、微生物制

造工程中心、单细胞中心，听取了我所所长刘中民、党委书记彭辉关于

我所总体工作情况和党建工作的汇报，并与研究所领导班子、科研和管

理骨干进行座谈，听取意见建议，回应了大家关切的问题。

阴和俊对我所的工作表示肯定，并对研究所今后的发展提出了

意见和要求。他指出，青岛能源所从筹建至今，在院党组的坚强领导

下，在山东省、青岛市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所历届班子带领全体

职工、学生努力拼搏，锐意进取，已在平台建设、人才队伍、科技竞

争力、成果转化、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保持了持

续发展的良好趋势。研究所在地方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持续获得山

东省、青岛市的大力支持。党的建设工作主动创新，既全面覆盖，也

实现点的突破，与科技创新工作紧密结合，发挥了党组织的战斗堡垒

作用。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

和对中科院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

策和院党组部署要求，始终牢记我们是“国家队”，必须心系“国家

事”，肩扛“国家责”，恪守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使命担当；要立足

研究所的定位方向和战略目标，围绕生物能源和材料进一步聚焦主责

主业、做长做强“长板”，补齐“长板”里的“短板”，突出特色优

势；要对标“四个率先”和“两加快一努力”要求，提高政治站位、强

化使命担当，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团队建设，聚焦主责主

业，发挥建制化优势，组织和引导广大科研人员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干事

创业，为我国“双碳战略”实施、科技自立自强和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新

的更大的贡献。

中科院重大科技任务局、人事局、沈阳分院相关同志等也一同参

加调研。

核-壳型介孔聚合物球（M-NCs@NMPS），随后经限

域热转化过程将其转化为氮掺杂介孔碳球负载的单原

子催化剂（M1/NMCS）。在核-壳型介孔聚合物球热

解过程中，金属纳米簇在氨气氛围下于氮掺杂介孔碳

球内部迁移、并激发出金属原子，随后被氮掺杂介孔

碳球上的缺陷捕获，形成稳定的单原子。由于金属的

热转化过程发生在氮掺杂介孔碳球的内部，因此避免

了金属的损失。从材料合成的角度来看，该合成过程

简单易操作，具有放大生产的潜力，可以成功制备出

具有高孔隙度、高氮含量的Pd和Pt单原子催化剂。所

得催化剂中的介孔结构有利于反应传质和活性位点的

暴露，同时丰富的氮物种可以作为锚定位点捕获和稳

定金属原子。得益于此结构优势，所得的催化剂比微

孔碳球负载的单原子催化剂表现出对喹啉加氢更优的

活性，同时选择性可达99%，重复使用五次催化活性

没有明显变化。

上述工作发表在《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杂志上（DOI: 10.1039/D1TA08365A），第一作者

是青岛能源所的田正斌博士研究生，通讯作者是青岛

能源所的王光辉研究员。该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所内合作基金等项目的资助。

（文/图 田正斌）

原文链接：https : / /pubs . rsc .org /en/content /

articlelanding/2021/ta/d1ta08365a

Zhengbin Tian,   Wenquan Wang,   Yan Zheng  and  

Guang-Hui Wang.   Confined therm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y to synthesize single atom catalysts supported 

on nitrogen-doped mesoporous carbon nanospheres for 

selective hydrogenation.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 

10.1039/D1TA08365A.

图1. 氮掺杂介孔碳球负载Pd单原子催化剂的制备流程图以及电镜表征图：(b-e) Pd-NCs@

NMPS；(f-i)  Pd1/NM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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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新能源山东省实验室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在青岛召开

1月11日，青岛新能源山东省实验室（以下简称“省实验室”）第一届理事会

第一次会议在青岛召开，受青岛市市长兼省实验室理事长赵豪志委托，副市长兼省

实验室副理事长耿涛主持会议，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克昌及省实验室理事会成员受邀

参加会议，耿涛为省实验室主任刘中民颁发聘书。

青岛能源所党委书记彭辉宣读了省实验室第一届理事会名单。理事会审议并

原则通过省实验室理事会章程等制度；刘中民报告省实验室筹建进展和下一步工作

计划，参会人员针对实验室科技布局、人才队伍建设、成果转化和体制机制创新展

开深入研讨。

谢克昌希望省实验室围绕先进能源加强共建单位协同创新，强化绿色低碳技

术攻关，坚持节能优先和能源结构优化“双优战略”，探索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与新

能源融合技术，发挥泛能源大数据平台开展国际化战略评估，并倡议学术战略咨询

委员会委员积极建言献策，以多形式、多渠道参与省实验室建设发展。

耿涛强调，省实验室要做科技创新的“尖兵”，要深刻把握提升原始创新能

力的科学内涵，高度认识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关键地位，大力弘扬科学家精

神，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要做产业革新的“利矛”，实现技术变革推进传统能

源产业转型升级、实现技术突破推进新兴能源产业蓬勃起势、实现技术融通推进能

源产业智慧发展；要做生态文明的“坚盾”，加强能源领域战略研究，强化新能源

领域技术集成，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支撑能源革命和“双

碳”目标实现。

2021年7月5日，山东省人民政府正式批复省实验室建设方案。作为山东省内

唯一一家能源领域的省实验室，实验室布局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先进储能

技术、氢能与燃料电池等重要研究方向，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系

统集成创新研究和能源科技发展战略研究，目标为建成世界一流的新能源科技创新

中心，拥有一批国际领先的大科学装置和世界级的重大原创科技成果，打造新能源

领域新思想、新理论、新技术的策源地，重大科技成果的创新高地和顶尖优秀科技

人才的汇聚培养高地，成为能源国家实验室主要网络成员。

省实验室依托青岛能源所/山东能源研究院“三位一体”建设，已集聚高层

次人才100余人，建成生物能源、特种功能材料、先进储能、氢能与燃料电池、

中科院重大任务局局长丁赤飚调研青岛能源所

3

2021年12月13日，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任务局局长丁赤飚一行到青岛能源所

开展调研。青岛能源所所领导班子、科研骨干代表和管理支撑部门有关负责同志

等参加了座谈。

研究所党委书记彭辉主持本次会议，并对丁赤飚一行表示热烈欢迎。丁赤飚

认真听取了所长刘中民关于研究所基本情况、“十四五”规划概况、国重组建建

议、“三位一体”发展战略以及青年科研骨干培养等报告，并与参会人员展开了

深入的交流研讨。

丁赤飚对我所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研究所今后的建设发

展提出了意见和要求。他指出，研究所具有明确的定位以及特色化的技术体系，

希望进一步紧密围绕中科院双碳科技行动计划，加强泛能源大数据理论与体系建

设，强化精确计算与科学评估能力，切实服务国家“双碳”战略需求。同时，着

力提升战略高技术科技支撑能力，有效服务国家和地方重大需求。

调研期间，丁赤飚一行现场调研了我所（含能）材料生物合成技术中心、泛

能源大数据与战略研究中心、固态能源系统技术中心、微生物制造工程中心、单

细胞中心。

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任务局综合业务处、材料能源处、光电空天处有关负责

同志等陪同调研。

太阳能5个功能实验室以及泛能源大数据与战略研究中心、公共测试服务中心等

智库和公共平台。未来，计划搭建5个国际水平创新中心，构建20名领军人才和

杰出人才领衔的高水平科技创新团队，加快确立在国家新能源研究体系中的核

心地位。

省实验室将以打造国家实验室“预备队”和国家实验室网络成员为目标，聚

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着力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水

平提升。截止目前，全省共批复6家省实验室建设，“1313”金字塔型实验室体

系正在加快重塑，持续推进山东省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强化

山东省战略科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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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日清洁能源(氢能与碳捕集）研讨会成

功举办

2021年9月27日，第三届中-日清洁能源（氢能与碳捕集）研讨会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成功举办。本届研讨会作为山东省政府主办的“第

二届中日科技创新合作大会”青岛会场，由山东省科技厅、日本公益社团

法人科学技术国际交流中心（JISTEC）、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指导，由

青岛能源所、山东能源研究院主办。青岛能源所所长刘中民院士担任本次

研讨会主席。

日本和中国政府分别宣布将于2050年和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发

展氢能与燃料电池、推动能源化工及相关领域的低碳转型是实现“碳中和”

的关键。本届研讨会围绕氢能和碳捕集两大领域，基于两国科技人员多年交

流合作基础，邀请中国氢能联盟战略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衣宝廉，

亚太膜学会原会长、日本神户大学Hideto Matsuyama教授，德国马普学会原副

主席、德国科学院院士Ferdi Schüth教授作主题报告，来自中国、日本、德

国近百名专家和学生参加学术交流，内容涵盖电解水制氢、燃料电池、CO2 

捕获等，特别针对关键材料、部件、工艺等关键科学问题和技术难题展开深

入研讨。

研讨会开幕式由我所副所长吕雪峰主持并作主旨报告。山东省科技厅党

组成员李储林、JISTEC理事长冲村宪树、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亚非处陈海

涛先后致辞。

刘中民表示，近年来，中日两国政府围绕降低碳排放强度、扩大清洁能

源高效利用、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相继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举措，

在绿色氢能产业和碳捕集领域具有迫切的技术需求和广泛的合作机会。本次

研讨会集聚两国科学家的高端智力，启迪创新思维，推动两国绿氢和碳捕集

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衣宝廉作为中方特邀嘉宾作了题为《燃料电池汽车现状与愿景》的主

题报告。他表示，要实现30-60碳达峰和碳中和，必须大力发展可再生能

源，利用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备绿氢，既可实现储能和可再生能源的再分

配，还可以实现传统工业的低碳化。Hide to Matsuyama作为日方特邀嘉宾作

了题为《Membrane Technology for CO2 Separation in Membrane Center in Kobe 

4

“双碳”战略下能源高质量发展院士论坛在青岛举办

5

“碳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能

源的绿色低碳发展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2021年9月29日，由山东

省科学技术厅指导、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山东研究院主办，山东能源研

究院/青岛能源所承办的“双碳”院士论坛在青岛举办。本次论坛以“‘双

University》的主题报告。主要介绍了日本唯一一个由大学驱动的膜研究中

心建成6年来为解决CO2导致的全球变暖所开展的膜和膜工艺创新研发，中

心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通过聚焦和协同攻关CO2分离研究，为未来实

现可持续社会而做出贡献。研讨会还特邀Ferdi Schüth介绍了德国未来能源

系统中的氢能布局、亟需突破的技术瓶颈和系统难题、以及氢能产业链上

的重点科技支撑。

来自青岛能源所、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北京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

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科院大连化物所、中科院长春

应化所、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神户大学、广岛大学、横滨大学等机

构20位专家、学者在会上介绍了相关工作并参加了交流。在闭幕式上，我

所江河清研究员总结了本次研讨会上中日两国科学家在氢能和碳捕集等领

域所开展的深入且广泛的交流活动，并相信通过本次交流双方未来一定会

结出新的合作果实。

本次研讨会同步开通在线直播间，当日累计七千余人次在线观看并互

动交流。有效地扩大了研讨会的宣传和交流效果。

青岛能源所年度中-日研讨会活动是落实2019年12月山东省政府与日

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签署的《科技合作备忘录》，推进关键核心技

术定期交流合作机制的重要举措。近年，研究所与日本合作伙伴开展了形

式多样的科技交流与合作。近5年，双方联合承担多项政府间、机构间双边

合作项目、合作产出了44篇高水平论文，建立了坚实的合作交流网络。未

来，研究所将面向国家“双碳”重大战略需求，进一步发挥已有合作基础

和优势，汇聚双方顶尖人才，扩大“人才-项目-平台”一体化推进优势互

补的科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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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发

展绿色能源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论坛

2021年10月19日下午，第二届“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发展绿色能

源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论坛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在本次论坛的高端对话环节，我所泛能源大数据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田亚峻和其他与会嘉宾围绕“绿色能源开发如何与环境保护协同”“如何节

约能源、改善民生、提高城市能源供应的效率和可靠性”等主题展开对话讨

论，为推动城市绿色健康发展提供新思路。

田亚峻以“开展一带一路国家能源合作的系统性和科学性研究，促进一

带一路国家共同清洁低碳发展”为主题在会上发言。他表示，能源是发展经

济和繁荣社会最重要的基础之一，是现代社会的核心，开展一带一路国家间

的能源合作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的共同繁荣和发展非常关键。然而，能源对一

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气候、生态、环境、政治等要素均有重要的影响，具

有非常强的系统性，只有深刻认识能源与各要素之间的系统性，才能科学推

碳’战略下能源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立足“双碳”战略下能源低碳转型

新发展阶段，贯彻高质量发展新理念，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克昌，中国

工程院院士于俊崇，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立泉，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明高,

青岛能源所所长、山东能源研究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中民作主题报

告，内容涵盖能源战略、先进储能、核能、化石能源等领域，为打造清洁

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绘制蓝图，对构建山东省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凌文出席本次论坛

并发表讲话。他表示，能源支撑了过去4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对

实体经济腾飞起到了重要的基础保障作用。立足能源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面

向国家能源“四个革命、一个合作”重大需求，面向“碳达峰碳中和”重大

战略决策，能源转型承载压力的同时，也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院士是国家

的财富、人民的骄傲、民族的自豪，感谢各位院士、专家对山东省发展给予

的关注和支持，期待以高端智慧为引领，共同为能源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

贡献。

本次论坛由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党组书记、厅长唐波主持。他指出，“碳

达峰碳中和”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此次论坛旨在集

聚院士智慧，深入剖析“双碳”战略下我国能源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为

山东省乃至全国科学合理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建言献策。

会上，凌文、谢克昌、青岛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夏正启、刘中民共同为

山东能源研究院泛能源大数据与战略研究中心揭牌。山东能源研究院面向能

源高质量发展重大战略需求，聚焦能源与经济社会系统的协同性发展问题，

引进谢克昌团队，组建泛能源大数据与战略研究中心，坚持系统性思维，着

力构建以能源为核心，广泛关联经济、社会、环境、科技、安全等主要社会

维度的泛能源大数据体系，研究揭示能源与多维度之间的内在科学关系，赋

能政府、企业、行业、产业的智慧决策，为山东省乃至国家推进“双碳”目

标实现提供重要支撑。

会上，谢克昌作了题为《中国中长期能源发展战略研究—能源战略

（2035）》的主旨报告，于俊崇作了题为《核能在实现“双碳”中的作用和

发展趋势》的主旨报告，陈立泉作了题为《固态锂电池和电动中国》的主旨

报告，欧阳明高作了题为《新能源汽车与新能源革命》的主旨报告，刘中民

作了题为《双碳目标与科技创新方向思考》的主旨报告，与会各界人士围绕

新时期能源转型问题及创新发展路径展开深入研讨。

来自中国工程院、山东省人民政府、省直机关单位、青岛市人民政

府、崂山区人民政府、李沧区人民政府、青岛市科技局、潍坊市科技局、

威海市科技局等政府单位、相关能源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代表共同出席

本次论坛。

本次论坛同步开通在线直播间，有效提升了论坛影响力和宣传效果。

山东能源研究院依托中科院青岛能源所，由山东省、中科院、青岛市三

方共同出资建设，面向国家“能源革命”重大战略需求，面向世界能源科技

前沿发展方向，立足山东省能源产业发展实际，以“引育相济、梯次配置”

着力打造人才汇聚洼地，以“前瞻引领、强化支撑”着力构筑科技创新高

地，以“市场导向、资本融通”着力培育成果转化基地，以“开放共享、协

同创新”着力构建交流合作平台，以“规划导向、政策保障”着力创新体制

机制，加快推进山东省能源科技原始创新能力提升和重大关键技术突破，助

力山东省能源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持续为山东省系统推进“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提供重要科技支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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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3日全国煤炭交易会开幕式上，青岛能源所与中国煤炭运销协

会、中国煤炭市场网共同举行了“泛能源大数据煤炭行业碳中和应用中心”

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研究所党委书记彭辉、中国煤炭运销协会理事长杨显峰、CCTD中国煤炭

市场网总裁冯雨共同出席此次签约仪式。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纪委书记张宏主

持仪式。这是我所泛能源大数据理论应用于行业碳中和的重要一步。

泛能源大数据理论是由中国工程院前副院长谢克昌院士带领团队提出的

国际创新理论，该理论提出能源是现代社会的核心，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先进技术挖掘以能源为中心，关联气候变化、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工程

科技等多维度的泛能源大数据体系，可以揭示决定和影响碳排放的内在因素

和系统性原理，从而为科学实现目标奠定理论和方法基础，意义重大。

煤炭行业是我国经济社会的支柱行业，也是碳排放最大的产业链条，如

何破解煤炭行业的碳排放问题，科学设计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是我国在全

青岛能源所与中国煤炭运销协会、中国煤炭市场

网共同签署“泛能源大数据煤炭行业碳中和应用

中心”战略合作协议

7 山东能源研究院举行园区建设动员大会

8

2021年9月27日，山东能源研究院举行园区建设动员大会，标志着研究院

一期建设进入全面启动阶段，预计2023年山东能源研究院一期工程将建成并投

入使用。青岛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夏正启，崂山区委常委、副区长刘大川出

席，青岛能源所党委书记、山东能源研究院副院长彭辉代表研究院讲话。动员

大会由研究所党委副书记许辉主持。青岛市、崂山区相关部门领导应邀参加，

EPC总包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造价咨询等各参建单位参加动员会。

彭辉对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各级领导和部门、各建设单位表示最

诚挚的感谢。他表示，山东能源研究院的建设正是山东省面向国际国内能源

发展大势和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需求提出的重要战略举措，对推动山东省能源

转型、构建绿色低碳新型能源体系和实现“30、60”双碳目标的重要举措，

将发挥关键作用。青岛市分阶段支持研究院建设用地1000亩，采取“统筹规

划、分步建设”方式，一期285亩土地已划拨、EPC施工总承包等各项招投标

已完成、规划设计已批复。下一步，将继续落实青岛市委市政府“项目落地

年”工作部署和要求，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明确目标。希望各参建

单位与研究所齐心协力、紧密配合，投入优势力量，调配各方资源，保障山

东能源研究院一期工程如期建成交付。

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建强在发言中表示，

企业将秉承“诚信敬业、品质至上”的核心价值观，组建强干的项目管理团

动一带一路国家之间的能源合作，形成协调发展和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而

这一切需要积极开展一系列科学研究，才能为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科学系统合

作提供高质量决策依据。

会上，田亚峻根据泛能源大数据的基本原理，针对一带一路国家间的能源

合作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建立各国的泛能源大数据体系，挖掘各国能源与发展

要素之间的科学规律，为该国的能源科学发展提供指导。二是建立一带一路国

家的整体泛能源大数据体系，挖掘各国之间的能源以及多要素间的内在联系，

为一带一路国家的整体协调发展提供指导。三是建立一带一路国家统一的碳足

迹、环境足迹核算平台，在一带一路国家间开展统一标准的碳管理、碳交易、

环境交易、技术共享等，促进一带一路国家共同清洁、低碳发展。

球竞赛中打赢碳中和战役的关键。将泛能源大数据理论运用于煤炭行业，可

望为从能源全系统的角度为煤炭全产业链的碳达峰和碳中和找到可行的发展

路径。

泛能源大数据煤炭行业碳中和应用中心将致力于为政府和企业提供碳核

算、碳预算、碳监管、碳预测、碳预警以及智慧决策和系统解决方案，助力煤

炭行业碳中和科学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引领行业未来发展。

本次煤交会以“巩固、稳定、协同、保障”为主题，主旨是巩固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成果，稳定价格预期与推动市场有序回归，协同煤炭与下游行业

间的平衡机制，保障煤炭安全稳定供应，共1万余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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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发扬艰苦奋斗、迎难而上的优良传统，按照“任

务明确、责任清晰、考核到位、奖罚分明”的管理方针要求，周密策划，科

学施工，确保高质量按期完成工程建设任务，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进新

时期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青岛市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范先利表示，将加强监理团队

建设，奉公守法、恪守职业道德，以建设一流的工程，实施一流的管理，创

造一流的业绩，回报建设单位的信任和支持，回报社会各界的期望与重托！

夏正启对支持项目建设的各相关单位和部门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对园区工

作的顺利开展表示热烈祝贺。他表示，研究院建设是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

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的战略部署；是为了顺应世界能

源科技革命，抢抓国内能源发展机遇，立足我省禀赋资源和科研优势，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实现“双碳”战略目标做出的重大决策。向参与园区项目建设的各

单位提出“明确任务目标、加强组织领导；突出工作重点、强化施工现场管理；

注重队伍建设；做好项目配套服务保障工作”四点要求。并指出，要按照 “项目

落地年”工作部署，落实“工作项目化，项目清单化”工作要求。

随后，各位领导、嘉宾共同参加山东能源研究院项目进行鎏金沙启动仪式。

山东能源研究院依托中科院青岛能源所，由山东省、中科院、青岛市三

方共同出资建设，选址崂山区王哥庄街道土寨河以北、滨海大道两侧。其中

一期项目占地285亩，规划建筑面积10.76万平方米。建设能源教育用房、科

研实验用房、行政办公用房、学生宿舍、人才公寓等10座单体建筑，同时完

成道路、绿化、管网等室外配套工程。园区建设充分利用地源热泵新能源系

统，按照绿色建筑标准建设，打造低碳示范园区，由中青建安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负责承建。

青岛能源所、山东能源研究院领导，工作人员和研究生代表等参加动员

大会。

9
山东能源研究院赴山东能源集团交流

为务实推进山东能源研究院建设，加强与省内龙头企业的交流合作，

近日，青岛能源所党委书记彭辉、纪委书记李明、相关研究团队、知识产权

与成果转化处等一行9人赴山东能源集团进行对接交流。山东能源集团党委

10
青岛能源所荣获山东省装备制造业协会技术进

步一等奖

2021年12月25日，由山东省科技厅和山东省工信厅指导、山东省装备制

造业协会主办的“2021年度山东省装备制造业协会科技创新奖”颁奖大会在

济南举行。青岛能源所联合自主实施转化的创业公司——青岛中科聚能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开发并推广的“高浓度厌氧发酵技术及整体反应器”项目脱

颖而出，荣获“山东省装备制造业协会技术进步一等奖”。

该套技术装备成果突破了秸秆基高浓度厌氧与发酵技术，可应用于秸

秆、禽畜粪污、食品加工废弃物等单一或多元废弃物为原料的沼气工程，形

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元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与装备体系，真正

书记、董事长李伟，山东能源集团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张若祥，能源集团化

工、新能源部门相关负责人参加交流。

座谈会上，彭辉介绍了研究所的基本情况以及山东能源研究院的建设

目标和规划布局等。他强调，山东能源研究院建设要立足山东省重大发展需

求，一定要加强与山东能源集团等能源龙头企业合作，打造一流平台，聚集

一流人才，汇聚重大项目，产出一批重大成果。李伟董事长表示，作为研究

院成员单位和山东能源行业龙头企业，研究院和集团要加强深入合作，支撑

山东省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研究所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处陈骁处长介绍了所、院、室“三位一体”

的战略布局、相关项目成果及落实合作协议的下一步工作建议。

双方就煤炭清洁高值化利用、新能源新材料、智慧能源等领域的重点科

技成果转化、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及产业化示范基地等合作内容进行了交流，

并就下一步工作方案达成共识。

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是山东省委、省政府于2020年7月联合重组兖

矿集团、山东能源集团2家省属重要骨干企业，组建成立的大型能源企业集

团。2020年7月13日，原兖矿集团和原山东能源集团联合重组为新的山东能

源集团。2021年《财富》世界500强发布，山东能源集团位列第70位，居山

东上榜企业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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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19日上午，青岛能源所成果转化企业——青岛中科蓝智生物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蓝智”，股权代码：802701）在蓝海股权交

易中心举行了挂牌仪式。乐通资本副董事长王来明，鲁信驰骋创投公司投资总

监朱凯，研究所党委副书记许辉，微生物制造工程中心研究员、中科蓝智董事

长张凯，中科清源公司总经理张波，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处等相关人员出席挂

牌活动。

中科蓝智成立于2018年，是一家集生物活性原料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

的生物高科技企业。公司依托青岛能源所成功开发国际首创SCGP先进生物制造

技术，利用海洋天然藻株，应用系统生物技术、合成生物技术、过程工程技术，

实现顶级品质甘油葡糖苷的稳定量产和商业化销售，成为国际上首家将该技术产

业化的企业。公司立足传统制造业绿色发展的重大科技创新需求，面向大健康产

业，打造高品质天然藻类活性物质的研发生产体系，实现化妆品、食品、保健品

和医药产品的绿色生物制造。

中科蓝智于2021年8月份完成千万级A轮融资，成功引进社会资本青岛乐通产

融合创基金投资中心、青岛蓝色智库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为公司发展提供资金和

全方位的产业及市场资源支持，青岛能源所以核心专利技术作价入股，与公司成

为战略合作伙伴，为企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12
“ZKBH悬浮床-固定床组合加氢工艺生产二代生

物柴油技术” 通过技术鉴定

近日，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在京举行科技成果

鉴定会，对我所多相催化研究组研究开发的“ZKBH悬浮床-固定床组合加氢工

艺生产二代生物柴油技术”进行了评价鉴定，评价委员会由中国工程院胡永康

院士，国务院固废政策顾问、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教授以及中

石油、中石化等7位专家组成。评价委员会听取了完成单位汇报的工作和技术报

告，审阅了相关资料，对成果创新与应用推广等进行了质询讨论，经评议，评

价委员会一致同意通过评价鉴定，认为 “ZKBH悬浮床-固定床组合加氢工艺生

产二代生物柴油技术” 具备较高的先进性与创新性，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建议

加大推广示范。

ZKBH技术是我所自主开发的二代生物柴油生产技术，入选了中科院2020年第

4季度科技创新亮点成果。该技术首次采用液态催化剂，利用液态催化联合固态催

化，解决了传统的非临氢预处理过程反复和固态催化剂本身的快速失活、难以长

周期运行的问题，并在石家庄常佑生物能源公司20万吨/年装置上实现了工业化应

用，产品完全达到欧盟标准，已实现出口2万余吨，帮助企业实现了从传统能源化

工向生物燃料和绿色能源产业的转型升级。该技术推广应用对我国生物能源发展

和双碳战略实施均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由联合会科技部主任李文军主持，研究所党委书记彭辉、党委副书记许

辉、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处与多相催化转化研究组专家等参加了会议。

青岛能源所成果转化企业在蓝海股权交易中心挂牌

11

实现了沼气行业技术和装备的提质增效，并已开展了产业化推广，成功实现了千万

立方级大型生物天然气工程的落地和高效运行。行业协会颁奖大会为该项目致领奖

词：“中科院专项支持，国内首套高浓度厌氧发酵整体反应器，推进生态良性循

环，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

本次奖项共收集到冰轮环境、山东豪迈集团、潍柴动力、中车集团、科研院所

等253个项目参评，经过严格的评审流程，共评选出一等奖11项、二等奖24项、三

等奖44项。获奖项目创新水平高，代表性强，包容度广。这些获奖项目既具有广泛

的技术、行业、区域代表性，又有显著的创新要素和社会经济效益，均已达到国际

先进或国内领先水平，项目自主知识产权完备，填补了国内空白，代表或引领了行

业发展方向，对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中科蓝智作为青岛能源所科技成果转化的典型代表，在研究所的深度孵

化和培育下，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成效显著。此次成功挂牌，是公司近年来

做大、做强、规范化运行的一个新起点，同时将有效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强

政、产、学、研、金、服、用深度融合，实现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未来将持续

加强研究所与公司的联合技术攻关，发挥技术优势，通过“更懂科技，更懂产

业”的社会资本赋能，着力产品的各项研发，构建大健康产业产品生态，形成

多领域、多维度、立体化和规范化的战略发展格局，加速驶入发展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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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能源所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专题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青岛能源所召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宣贯报告会

青岛能源所召开党委会议
研究部署学习宣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工作

2021年11月19日下午，青岛能源所召开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贯报告会，研究所党员、团

员、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等200余人以及民建崂山

基层委的同志们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研究所党委书记

彭辉主持。

会议邀请到中共安徽省委讲师团高端专家、安

徽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裴德海做《承前启

后 继往开来的纲领性文献——学习六中全会和〈决

议〉精神》专题报告。裴德海教授从“六中全会的议

程和重大意义”“《决议》的主要内容”“全面贯彻

落实六中全会精神”三个方面对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和《决议》进行了全面宣讲和深入解读。报告主

2021年11月26日上午，青岛能源所召开党委会

议研究部署学习宣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工作。

会议由党委书记彭辉主持。

会上，党委办公室汇报了青岛能源所认真学习

宣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工作方案，会议进行了

研究讨论。会议要求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研究

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各牵头部

门、党总支/党支部、群团组织要按照工作方案迅速

行动、认真做好相关工作，采取多种学习形式开展学

习，提高学习吸引力及学习成效，推动在全所形成学

习宣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浓厚氛围。

题鲜明、内容丰富，脉络清晰、

思想深刻，对全面理解和把握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具有重要

的指导作用。

彭 辉 就 研 究 所 学 习 宣 传 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提出了三点

要求：一是要提高政治站位，统

一思想认识。将学习宣传贯彻全

会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做到

入脑入心入行，通过学习厚植爱

党爱国情怀，凝聚干事创业的精

气神。二是要坚持学以致用，抓

好贯彻落实。把学习宣传贯彻全

会精神与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

落实好党中央决策和院党组部

署，传承党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经

验，强化使命担当，坚守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的职责定位，解放思

想，坚定信心，攻坚克难，乘

2021年11月19日下午，青岛能源所党委召开理

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专题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会议由党委书记彭辉主持，党委委员出席

会议并集中交流了学习体会。

会前，所党委组织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宣贯报告会，邀请中共安徽省委讲师团高端专家、

安徽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裴德海做题为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的纲领性文献——学习六中全

会和〈决议〉精神》的专题报告。

会上，党委书记彭辉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领

学报告，带领大学再次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

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简称《决

议》）起草背景、过程和起草《决议》把握的三个

要点，以及《决议》“4个历史阶段、13方面历史性

成就、5大历史意义、10大历史经验和1个号召”的

主要内容。党委委员依次发言、深入研讨。

会议认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在党的百年华

诞重要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关

键节点上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全会

审议通过的《决议》全面系统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

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特别是着重阐释了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

革，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觉与历史自信。

彭辉指出，《决议》总结的10大历史经验是

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

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对研究所围绕“国家

事”“国家责”开展科技创新工作指明了方向，具

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党委班子成员要深入领

会、认真学习贯彻，指导所联系的党支部组织党员

开展深入学习研讨，结合研究所“十四五”规划和

国重重组方向进一步推进相关工作。

势而上，推动研究所各项事业再上新台阶。三是要勇于担当作为，

确保圆满收官。要对标对表年度任务要求，把学习宣传贯彻全会

精神体现在行动上、落实到工作中，确保全年各项目标任务顺利完

成，同时增强工作前瞻性、主动性和针对性，牢牢把握明年工作的

主动权，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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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能源所召开科学家精神专题报告会

2021年10月13日上午，青岛能源所召开科学家

精神专题报告会，研究所党员、团员、入党积极分

子、发展对象和感兴趣的职工、学生200余人参加了

会议，会议由党委副书记徐峰主持。

会议邀请到院科学家精神宣讲团成员郭曰方做

《认真学习科学家精神，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

斗》专题报告。他向大家讲述了自己“走进科学殿

堂，一生为科学家服务”的人生经历，以及邓稼先、

郭永怀等“两弹一星”元勋和老一辈科学家的光辉事

迹，将他们身上具备的“爱国、创新、求实、奉献、

协同、育人”精神以及他们身上所体现的高尚品格通

过一桩桩、一件件感人至深的故事展现地淋漓尽致。

他对大家说：“我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为科学

服务、为科学家服务。科学与祖国这五个字，承载着

我一生的追求、理想和价值。有机会为科学服务，为

科学家服务，就是最大的幸福。”

徐峰强调，全所各级党组织要持续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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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党员、职工、学生要深入学习

老一辈科学家求真务实、报国为民、无私奉献的爱

国情怀和高尚品格，砥砺践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

初心使命。要将老一辈科学家的精神传承下去，弘

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以今天的报告会为契机，积

极对标对表，心系祖国前途命运，履行科技工作者

的使命担当，肩负起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

代重任。 

青岛能源所组织“对标老科学家冠名突击队”和
“青年突击队”命名授旗宣誓仪式

2021年11月1日上午，青岛能源所组织“对标老

科学家冠名突击队”和“青年突击队”命名授旗宣誓

仪式，党委书记彭辉、纪委书记李明、科研部门党支

部书记、各突击队成员及党委办公室成员参加了仪

式。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党委办公室宣读所党委《关于成立“对标老科

学家冠名突击队”和“青年突击队”的通知》。彭辉

向“郭永怀新型含能材料生物制造突击队”“钱三强

固态电池关键技术科技攻关突击队”“薛鸣球单细胞

药敏快检技术攻关突击队”“曾呈奎经济藻类培养与

应用开发突击队”“沈寅初药物绿色生物制造突击

队”5个对标老科学家冠名突击队授旗。李明向“环

境污染来源预测技术攻关青年突击队”、“镁金属二

次电池技术攻关青年突击队”2个青年突击队授旗，

各突击队队员分别面向党旗、队旗庄严宣誓，表达为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贡

献力量的决心。

冯新军、李如梅分别作为“对标老科学家冠名

突击队”和“青年突击队”代表做了主题发言，表示

要立足国家战略需求发挥特长、攻坚克难，要练好本

领、岗位立功，要不忘初心、担当奉献；主动肩负起

历史重任，为国家需要做科研，让党旗在科研一线高

高飘扬。

彭辉在总结讲话中指出，所党委成立“对标

老科学家冠名突击队”和“青年突击队”，并组

织命名授旗宣誓仪式，就是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

青岛能源所召开纪委（扩大）会议

2021年12月24日，青岛能源所召开纪委工作会

议，纪委委员参加会议，纪检委员、纪监审部门工作

人员等列席会议。会议由纪委书记李明主持。

会议听取了监察审计室2021年纪委工作总结汇

报，集中学习院属单位纪委工作手册和巡视工作相

关内容，围绕2022年纪检工作整体思路展开了深入探

讨。会议要求，纪检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主责

主业，对标对表上级部署要求，积极主动谋划全年工

作，找准自身工作差距和短板，逐步构建管理监督长

效机制；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深入学习和研究新形

势下党中央对纪检监察工作的新精神和新要求，努力

提高自身的战斗力；要持续开展经常性教育和廉政提

醒，确保把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和压力传递到基层党

组织和全体党员；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

坚持把监督挺在前面，压实“两个责任”，以岗位监

督职责落实为工作突破口，助力研究所风险防控体系

建设，确保监督执纪全方位无死角，全面保障研究所

健康有序发展。

会议还通报了我院关于党的十九大以来查处的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9起典型案例。会议强调，

广大党员干部要从通报的违纪违法案例中吸取深刻教

训，以案为鉴，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求各

支部纪检委员发挥作用，将警示教育做在日常，做好

会议的传达和警示案例通报，督促提醒所职工学生切

实增强法治意识，绷紧纪律法律之弦，严防违纪违法

问题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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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能源所工会举办“清源聚能”文化论坛 
“关爱职工心理健康”专题讲座

为加强职工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引导职工学会

正确地调节、缓解心理压力，2021年12月2日，工会

组织开展《深刻了解自己与他人，构建幸福卓越人

生》——职工心理健康与成长讲座。

本次讲座邀请中科院心理所心理健康应用中心

特邀专家，中央国家机关心理和体质健康基地特邀专

家张旸做线上分享。张旸通过驱动人类的16项内在基

本需求价值观的分析，并结合大量生动鲜活的事例，

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下，为职工们讲解心理学知识。让

大家更深刻地了解、认识自身特点，从而对自己如何

处理与他人之间情感和合作关系，并进行科学管理，

朝着健康、积极的方向收获健康快乐的人生。

本次讲座，职工们受益匪浅，纷纷表示听完讲

座后感到轻松和释然，并对心理健康的重要性有了更

深刻的体会，将以积极、健康向上的心态投入到工作

和生活中。

青岛能源所召开2022年工作会议

暨三届四次职工代表大会

1月10日，青岛能源所2022年工作会议暨三届四

次职工代表大会隆重开幕，两所所领导、党委委员、

纪委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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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聘用代表、研究

生代表等29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副所长蔡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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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长刘中民代表所班子作了2021年度工作总结

报告。总结了2021年研究所主要工作进展，“三位一

体”建设进展，并提出了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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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介绍了研究所“十四五”规划，

争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进展，总结了研究所在国际

合作、平台建设、院地合作、产业化、人才队伍建设

等方面取得的成绩。他指出，2021年，在院党组、分

院分党组的坚强领导下，我所坚定的贯彻落实院党组

决策部署，把握“三位一体”发展的历史机遇，应对

“双碳”战略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加强核心竞争力培

育，全面提升管理效能，研究所科研经费继续稳步

增加，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人才队伍质量结构进

一步优化，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得到进一步增

强，各项工作取得可喜进展。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报

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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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激励全所科技工作者接续光荣传统，牢记时代

使命，为国攻坚克难。他要求各突击队要坚定理想

信念，自觉践行科技报国之志，勇做攻坚克难的尖

兵队；要切实用实际行动见证入队誓词，勇攀科技

高峰，当好科技创新的排头兵；要充分发挥党支部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吸引党外骨干

积极向党组织靠拢；要及时总结突击队的好做法、

好经验，将攻关突击队的组织模式和理念逐步在全

所推广。他还勉励各突击队成员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对中科院提出的“四个率先”和“两加快一努力”

要求，深刻领会“国家事”“国家责”的内涵和要

求，牢记“国家队”“国家人”的职责和使命，为

研究所“十四五”跨越式发展贡献力量。

仪式在嘹亮的《国际歌》声中圆满结束。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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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睿副所长

主持会议

刘中民所长

作2021年工作总结报告

党委书记彭辉

作2021年党委工作总结报告

吕雪峰副所长

作分管工作报告

许辉副书记

作分管工作报告

李明书记

作分管工作报告

徐峰副书记

作分管工作报告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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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出了

我所2022年重点工作，要继续全面提升党建

工作质量；着力提升科技竞争力；推进成果

转化专项行动计划；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引

育留用政策；进一步夯实管理基础；加快推

进新园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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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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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研究所党的建设工作情况。他指出，2022

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一年，还将迎来

党的二十大的召开。 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自觉对标对表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

重大决策部署，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

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深刻领会

“国家事”“国家责”的内涵和要求，牢记

“国家队”“国家人”的职责和使命，提高党

建工作质量，为研究所创新发展提供坚强保

证，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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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委书记

李明，党委副书记徐峰分别作了分管工作报

告，详细汇报了2021年分管工作推进情况、

对分管工作的思考及2022年工作思路。徐峰

作工会职代会工作报告。李明传达关于党的

十九大以来查处的中国科学院党员干部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的通报，并进行

了廉政提醒。

蔡睿强调，所长刘中民和党委书记彭辉

全面总结了我所的总体工作情况和党建工作情

况，各位所领导也详细汇报了自己分管工作，

希望大家认真学习和审阅，并结合讨论提纲，

在分组讨论环节充分研讨，分组讨论是全所各

类人员为研究所发展建言献策的重要平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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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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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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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依照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分党组要

求，进行了2021年所党政领导班子及成员考核

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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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青岛能源所召开2022年工作会

议暨三届四次职工代表会议总结大会，副所长

王峰主持会议。

会上举行了颁奖仪式，副所长李先锋宣读

表彰决定，两所所领导为省市科技奖获得者、

优秀知识产权集体和个人、优秀科学传播集体

和个人、优秀组群（研究组）、组群研究组组

长、优秀职工、优秀党支部进行了颁奖。

咸漠、王士安、汪辉、冯德鑫、辛一分别

代表各小组汇报讨论情况，与会代表围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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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管理和3H工程建设等职工普遍关心的

其他问题共六个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所长刘中民作大会总结讲话，他指出，本

次工作会是一个群策群力谋发展、积极向上的

大会，全所各类人员都在积极地为研究所发展

出谋划策，对广大职工和研究生切实关心的问

题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刘中民指出，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通过对党史的学习，更加准确地认识到中

国共产党的伟大，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

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舞

台的中央，变成一个世界行动的领导者，“双

碳”将引领全社会系统性变革，我们要深刻体会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来双碳的根本性的意义，进一

步明确使命定位、聚焦主责主业，树立信心，为

研究所发展和国家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更大贡献。

刘中民回应了会议期间大家关心的具体问

题。在体制机制方面，刘中民指出，要以组群建

设为抓手，充分把握三位一体发展的重要机遇

期，实现研究所的跨越式发展；要充分发挥好学

术委员会作为学术民主平台的重要作用，通过换

届选举增加人选，加强学术委员会的民主性；除

了所内的交流合作，还要加强外部的开放合作，

包括我所与科学院其他研究所的合作，科学院

外部的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合作，我所与企业的合

作等，强化合作基金。在争建国家重点实验室方

面，刘中民介绍了国家重点实验室有关内容，并

强调研究所要进一步全力争取国家重点实验室。

在人才方面，刘中民表示，要加大引进人才的

力度；扩大博士后队伍；加强对研究生的思想教

育；为女科学家发展做出相关安排。在新园区建

设方面，刘中民指出，研究所会与青岛市做统筹

性对接，要结合当前实际解决好新园区的各项问

题。在保障体系和3H工程建设等方面，刘中民要

求各部门按照时间节点做好对接和书面回复。在

文化和党建方面，刘中民要求，全所人员要紧跟

形势，除了要加强党史理论学习，还要贯彻到实

际行动中，要通过不断发展，凝练出属于自己的

文化、精神符号和理念。此外，刘中民还对全所

人员进行了安全、保密、学风道德和廉政提醒。

最后，刘中民号召全所要积极响应党和

国家的号召，要发扬科学家精神，胸怀祖国，

服务人民，勇攀高峰，敢为人先，追求真理，

严谨治学，淡薄名利，潜心研究，集智攻关，

团结协作，甘为人梯，奖掖后学。作为“国家

队”“国家人”，要心系国家事，勇担国家

责，把握战略机遇，主动把个人事业融入到国

家的大业，把研究所的发展融入到国家发展大

局中，按照中科院党组的战略部署和要求，积

极探索，勇于创新，敢于胜利。在国家发展的

过程中做出实质性贡献的同时，创建世界一流

研究所，要做出不负时代、不负使命的贡献。

王峰表示，本次会议是一个充分发扬民

主的会议，也是一次卓有成效的会议，今后，

所班子还会继续认真研讨大家的建议。新的一

年，让我们继续以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院党组重大决策部署，全面提升综合创

新能力，促进研究所跨越式发展，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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