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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2 月 28 日，在瑞典皇家工程院全体院士大会上，我校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孙立成教授

当选瑞典皇家工程院院士。

       瑞典皇家工程院创建于 1919 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工程科学院。 目前，由工程和经济等领域的

12 个学部组成，共有院士 （含外籍院士） 近 1300 人。 按照章程，瑞典皇家工程院每年增补院士不超过

35 人。

       孙立成，1962 年 8 月生于黑龙江。 1980-1990 年先后获大连理工大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1990-1992
年中科院原感光化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92-1995 年先后在德国马普辐射化学研究所、柏林自由大学从

事博士后研究 （洪堡学者），1995 年起在瑞典皇家工学院、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副教授，

2004 年受聘瑞典皇家工学院分子器件终身首席教授 (Chair professor in molecular electronics)，2017 年

2 月当选瑞典皇家工程院院士。 孙立成教授于 2001 年被聘为大连理工大学特聘教授，同年入选教育部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009 年入选首批国家“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2013 年受校长委托

主持我校首个综合改革试验区暨人才特区“人工光合作用研究所”的建设工作。 现任大连理工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国际化咨询委员

会成员，大连理工大学化工与环境生命学部副部长、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大连理工大学—瑞典皇家工学院分子器件联合

研究中心主任， 大连理工大学人工光合作用研究所所长。

       孙立成教授长期从事太阳能燃料与太阳能电池科学前沿领域基础研究，尤其在高效水氧化催化剂的设计合成、氧-氧键形成机理，

以及光解水制氢功能器件的设计与制备等领域取得了令国际同行瞩目的研究成果。 在国际化学领域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 SCI 论文

500 余篇， 其中包括 Science、Nature Chem.、Chem. Rev.、Acc. Chem. Res.、J. Am. Chem. Soc.、Angew. Chem. Int. Ed. 等 IF＞10 的论文及

述评 90 余篇。 论文被引用 27000 余次，H- 指数为 80。 包括 Plenary lecture 和 Keynote lecture 在内的国际会议邀请报告 100 余次。 现任

德国 Wiley 期刊 ChemSusChem 编委会主席、Journal of Energy Chemistry 副主编、 《中国科学 - 化学》编委、德国 Wiley 期刊

Chemistry-An Asian Journal 国际咨询委员会成员等。 曾获瑞典皇家科学院沃尔玛克奖 （Wallmark Prize 2016，年度两位获奖者之一）、

国际先进材料协会智能能源技术奖（Smart Energy Technology Award 2016，欧洲地区年度唯一获奖者）、瑞典化学会 Arrhenius 奖章 

（Arrhenius Medal 2014，年度唯一获奖作者）、瑞典乌普萨拉大学 Ulla och Stig Holmquist Pris 有机化学科学奖 （2013 年， 年度唯一获

奖作者）、2015 年辽宁省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2017 年大连市星海友谊奖。 2014 年、2017 年入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和 The World's 
Most Influential Scientific Minds。2013 年 6 月作为四位杰出科学家之一受到瑞典国王卡尔·古斯塔夫十六世的接见。 孙立成教授在人

工光合作用和新型太阳能电池研究领域具有深厚的研究基础。

       早在 2001 年， 孙立成教授便将“分子水平太阳能转换”这一前沿科学领域引进到大连理工大学，并组建“大连理工大学人工光合

作用研究中心”，从海外引进了一批优秀的科技人才，现组建了包括教授 4 人、副教授 6 人及在读研究生 70 余人在内国际化的优秀核

心团队。 研究中心服务能源领域国家重大需求，在分子层面上开展太阳能光解水制氢、二氧化碳还原制备燃料、高效低成本太阳能电

池等国际前沿科学领域研究，在化学领域重要学术期刊上合作发表 SCI 论文 360 余篇 （IF＞10 的 70 余篇）。 在孙立成教授的推动下，

“大连理工大学—瑞典皇家工学院分子器件联合研究中心”于 2006 年 1 月成立， 至今成功运行 11 年，双方校长 8 次互访并签署一系

列合作协议，在国际上形成品牌效应，吸引了许多欧美发达国家高校和科研机构主动寻求科研合作。 作为会议主席 （分会主席），孙立

成教授还多次代表中国在美国夏威夷主办“环太平洋化学会议”、在香港主办“美国高登会议”、在大连主办“太阳能燃料与太阳能电池

国际学术会议”等，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有效地传播了中国声音， 促进了中国科技事业在国际范围内的交流与合作。 孙立成教授以其拳

拳的爱国心、国际学术地位和人格魅力，推动了瑞典高校与中国高校及科研院所之间的科技合作与人才联合培养，搭建了一条中瑞乃

至中欧高校之间合作的纽带和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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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国家科技部公布了 2016 年创新人才推进计划入选名单。 贺高红教授负责的“新型高效过程耦合强化创新团队”入选重点领

域创新团队， 樊江莉教授入选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由贺高红教授、蹇锡高院士和陈光文研究员带领的新型高效过程耦合强化研究团队，依托大连理工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

科、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联合组建。该团队面向国际学科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针对高效分离、

反应过程耦合及强化的关键共性问题，建立了新型材

料创制、高效过程强化、系统耦合的创新体系，形成

了高性能膜材料、分离材料微结构调控、微尺度传递

强化、耦合过程设计策略的系列成果，有力推进了石油

化工、精细化工、食品、医药等产业的升级与转型发展。

团队现有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杰青 2 人、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 1 人，通过科技部、基金委的支持，近五年

贺高红教授、蹇锡高院士带领的科研团队入选

2016 年度“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樊江莉教授入选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中国化学会第八届全国配位化学会在大连召开

学术交流

        7 月 20 日上午，由中国化学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主办，我校和华东理工大学承办的中国化学会第八届全国

配位化学会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召开。 北京大学副校长高松

院士，中山大学陈小明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李玉良

院士，华东理工大学校长曲景平教授出席开幕式。 我校校长

郭东明院士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来自全国 200 余所院校的

1800 余名配位化学行业的专家、学者及师生代表在为期三天

时间里围绕“配位化学与交叉学科”主题展开交流研讨。

       郭东明校长在致辞中欢迎各位与会代表的到来，感谢大家对大工化学学科建设发展的关注与支持，表示，全国配位化学会是我

国配位化学领域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学术盛会，学校将全力做好大会服务工作，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借助这一平台碰撞思想、启迪

思维、产出成果，共同为推动我国配位化学行业的发展和提高化学学科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做出新的贡献。

       大会主席高松院士代表组委会感谢大工对会议的筹备及服务，并希望与会代表在三天时间里充分研讨、广泛交流，加强配位化

学及相关领域的学术交流，促进配位化学研究领域的自主创新，共同研讨配位化学未来发展趋势。

       第八届全国配位化学会以“配位化学与学科交叉”为主题，共设

置了配位化学新理论新方法、配合物成键与光谱、配合物结构与功

能、配位化学与材料科学、配位化学与生命科学、配位化学与能源

催化及其他相关领域七个分会场， 会议共安排大会报告 7 场、主题

报告 84 场、邀请报告 84 场， 口头报告 70 个， 展出墙报 250 余篇，

展示和回顾近年来全国配位化学及相关研究领域取得的新成果、

新进展。

       

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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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大连理工大学)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Fine Chemical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累计承担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 8 项，建设省级工程技术创新平台 2 个，已成为汇聚高效过程耦合强化领域的领军人才和创新人才、

开展具有显著国际影响力研究的重要平台。

       樊江莉，1976 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入选教育部“青年长江”、教育部“新

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大连市杰出青年科技人才和大连理工大学“星海杰青”。曾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做科

研工作。科研方向主要侧重于荧光染料对外界客体的荧光识别调控，通过染料分子设计创新，在体外重金属

离子荧光识别染料、亚细胞器定位荧光染料和体内活性物种等三方面进行了研究，呈现出“体外荧光识别→

细胞内荧光定位→活体荧光成像”的研究思路。所参与研究的核酸荧光识别染料已用于深圳迈瑞公司五分类

血细胞分析系统，打破了国外公司多年来对中国市场的垄断，结合其他科研成果，先后获 2013 年度国家自然

科学二等奖 （3），2012年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 （3） 和 2012 年辽宁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4）；参与研究的大幅

面喷墨染料系列已将垄断我国市场的国外品牌挤出中国，获 2006 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5）。发表 SCI 收录论文 90 余篇，授权国

内发明专利 40 余项。

       刘涛，1980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2013年获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2015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

奖励计划”青年学者。2008 年于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无机化学专业获理学博士，2008-2010 年在日

本九州大学先导物质化学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期间获得日本学术振兴学会 (JSPS) 资助。2010 年 9月加入大

连理工大学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主要从事分子基磁性材料的合成与功能研究，尤其关注利用外界刺激

（如光、热）对磁性能的调控和优化，研究成果发表在 Nature Commun.、Angew. Chem. Int. Ed.、J. Am. Chem. Soc.

等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2015 年获得中国化学会青年化学奖，2017 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

人才。

刘涛教授入选 2016 年度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通过操纵电子转移行为进行分子基材料多功能调控

科研进展

       电子转移是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在能量转移、催化反应、生命活动等领域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伴随着电子转移过程的

发生，分子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质也随之改变。如何有效调控电子转移行为，实现其对外界刺激的快速响应以及多功能性质间的协同

与拓展是目前一项极具挑战性的课题。刘涛教授课题组长期致力于具有多重外界刺激响应的分子基电子转移化合物的构筑与多功能

化研究，近日在该领域取得系列重要进展。

       在利用电子的自旋属性调控磁性方面，刘涛教授课题组提出将光响应的电子转移功能基元 FeIIILS–CN–CoIIHS↔FeIILS–CN–CoIIILS

引入到氰基桥联的一维链状结构。 通过调控金属中心的配位场强度，控制金属离子的氧化还原电位，实现了在 808 和 532 nm 的激光

照射下金属 - 金属间可逆的电子转移。 伴随电子转移的发生，链内自旋态、磁各向异性及金属金属间磁耦合通道发生改变，首次实现

了激光切换一维磁性体系双稳态的产生与消失的可逆调控，提出了激光可逆调控单链磁体的新策略，并为将来开发具有快速读写性能

的分子基储存材料提供了新思路 (W.-J. Jiang et al, Chemi. Sci. 2017, doi: 10.1039/C7SC03401F).

       在利用电子的自旋属性实现对磁性调控的基础上，在线性三核体系中引入光致电子转移功能单元

FeIIILS–CN–CoIIHS↔FeIILS–CN–CoIIILS。 通过配位原子调控氧化还原电位，诱导分子内可逆的氧化还原

反应和电子迁移，调控自旋态和磁化强度。 同时，电子迁移改变了对称性三核单元内的电子分布，促使正

负电子中心分离，实现非极性分子和极性分子之间的互变。 另外，利用 532 和 808 nm 的激光诱导可逆的

电子转移，实现了激光对磁性和极性的快速可逆控制。 这一工作首次通过理论和实验手段实现了分子层

面磁化和极化强度的双向可逆转变。 为实现多重信号的耦合与检出，新型铁电材料和多铁材料的开发提

供了新思路 (J-X, Hu et al, Angew. Chem. Int. Ed. 2017, 56, 7663–7668).

Angew.  Chem. Int .  Ed.(2017 ,  56,  7663-7668、2017 ,  56,  13052-13055）、
Chem. Sci .  2017 ,  doi :  10.1039/C7SC0340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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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自旋 - 自旋交换作用诱导的 BODIPY 发色团系间窜越的研究

J.  Am. Chem. Soc.  2017 ,  139 ,  7831-7842

       如何获得有机发色团的高效系间窜越，是光化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同时对光催化、光动力治疗、光子上转换等领域所用到的光

敏剂的分子设计和制备，有着重要的意义。将稳定的自由基基团连接到有机发色团上，所产生的电子自旋 -自旋相互作用，会使分

子体系具有二重、四重本征态，从而改变分子的电子跃迁规律，将原来自旋禁阻的系间窜越过程转化成了自旋允许的系间窜越过程，

从而促进了有机发色团三重态的产生。但该领域的研究难点是如何合理地设计分子结构，在保证有高效系间窜越的同时，又能避免

有 机 发 色 团 的 三 重 态 被 淬 灭。近 日，赵 建 章 教 授 课 题 组 对 上 述 基 本 问 题 进 行 了 详 细 研 究，在 J. Am. Chem. Soc. (2017, 139, 

7831-7842)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关利用电子自旋 - 自旋相互作用，使氟硼吡咯 (BODIPY) 发色团高效产生长寿命三重激发态的研究

论文。

       该论文将自由基以不同方式共价连接到 (BODIPY) 发色团上，通过多种稳态与瞬态光谱，以及时间分辨电子顺磁共振光谱

(TR-EPR)， 对所制备的分子进行了详细研究， 观察到了高效系间窜越 （效率为 80%），以及长寿命的三重态 （寿命为 62 微秒），并首次

将这种基于电子自旋交换作用的新型三重态

光敏剂，  应用到三重态湮灭上转换中。  同

时，  率 先 利 用 时 间 分 辨 顺 磁 光 谱，对

BODIPY 发色团的自旋选择系间窜越进行了

研究，确定了其电子自旋极化方式；同时观

察到了所制备的分子的四重态，并对分子的

电子自旋极化方式随时间的演化规律进行了

解释。  该论文的第一作者为我校博士研究

生王智佳（曾获 2017 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2014-2015 年大连理工大学优秀研究生等）。

       电子迁移与排布改变金属离子价态和自旋态的同时，  会显著影响金属离子的配位键长，  改变分子间的作用距离，有可能导致异

常的热膨胀行为。  据此，刘涛教授课题组创新性地提出利用电子转移调控分子材料的各向异性热膨胀行为。 将 FeIII 和 CoII 电子转移

功能基元通过刚性桥连配体连接形成二维网格状结构，  伴随着电子转移引起低温区 FeIIILS–CN–CoIIHS↔FeIILS–CN–CoIIILS 互变，

该配合物不仅实现了磁化强度 10 倍的变化， 热膨胀系数也有 8 倍的增加；值得一提的是，氰基构筑单元的转动效应驱动结构在高温

区出现罕见的负热膨胀现象和大的负热膨胀系数，高于传统负热膨胀材料 ZrW2O8 近 20 倍！分子内的电子转移同时诱导了磁耦合作

用发生变化，出现热诱导的磁性双稳态。  该工作是国际上首次提出利用电子转移行为控制磁性材料的热膨胀性质 (J-X, Hu et al, 

Angew. Chem. Int. Ed. 2017, 56, 13052–13055).

       以上工作的第一作者分别为博士研究生姜文静、胡继祥，刘涛教授为唯一通讯作者。该系列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

秀青年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创新群体项目和大连理工大学星海学者计划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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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的有机 - 无机杂化型钙钛矿材料，  凭借其理想的光电特性以及相对简易的制备工艺，在挑战硅基光伏器件主导地位上逐渐显

示出巨大的潜力，并被 Science 评为 2013 年十大科技进展之一。 目前，钙钛矿型太阳能电池 (PSCs) 光电转换效率已超过 22.0%，但

是， 其产业化依然面临诸多瓶颈问题， 如稳定性、大面积化、无铅化、降成本等。 设计新型器件结构以及如何进一步降低器件内部

能量损失是本领域重要研究课题。

       未来的光伏器件是否可以像电子或机械设备一

样可以进行灵活拆卸和维修？为了实现这一想法，

史彦涛教授课题组目前在该方向取得重要进展，在前

期 PSCs 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可灵活拆卸和组装

的新型光伏器件。不同于常规太阳能电池，该结构允

许人们对电池阴极和阳极进行分别制备，两个电极的

制备过程相互独立，彼此不受影响，这就为电池各个

功能层的结构设计提供了更多选择。最后，两个电极可通过叠合的方式组装在一起形成完整电池。该新型器件结构的关键在于如何强

化两个电极之间界面耦合作用，使之在不外加粘合剂的情况下容易实现良好电学接触。为此，该课题组采用噻吩类导电聚合物充当两

个电极之间的连接层，通过对其进行掺杂和界面调控实现了两个电极之间的有效欧姆接触。基于该器件结构，我们可以大幅拓展阴极

材料的选择范围，如导电玻璃、铜箔、铝箔、不锈钢片等，在未来更容易实现卷对卷(roll-to-roll)大面积制备。该器件结构具有良好的可靠性，

在经过 100 次以上反复拆卸和组装后，器件性能并未降低。相关成果发表于 Energy Environ. Sci. 2017, 10, 2117-2123.

       另外，该课题组还在 PSCs 新型材料制备与功能层结构设计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电子传输层 (ETL) 是 PSCs 内部最重要的功能层

之一，该课题在 ETL 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 通过 ETL 纳米结构设计减少光生电子转移过程中的动力学能量损失；（2）

无机 ETL 材料的低温制备及器件柔性化。 首先，首次将 ETL 传统结构中的 TiO2 致密层替换为非连续状的氧化锡层，以此在电池中引

入了一个包含 4 组分的界面层，有效减少了电池内阻并大幅提升了器件性能 (Nano Energy 2017, 38, 358-367). 其次，基于一种新型溶胶

- 凝胶法降低了无机半导体材料结晶热力学势垒， 实现了氧化锡纳米晶的低温制备，将制备温度由之前文献报道的 150℃降低至 40℃， 

并制备出来转换效率高达 19.2% 的电池器件 (Nano Energy 2017, 40, 336-344). 另外， 该课题组在单原子电催化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通

过将实验与理论结合，揭示了在新型光伏器件这一特殊电催化体系中单原子材料在具有高活性的原因 (Nano Energy 2017, 39, 1-8).

新型光电材料研究与太阳能电池结构设计

Energy Environ.  Sci .  2017 ,  10 ,  2117-2123、
Nano Energy  (2017 ,  38 ,  358-367、2017 ,  39 ,  1-8、2017 ,  40 ,  336-344)

       电催化剂是燃料电池汽车发动机中的核心材料，非铂电催化剂有望在未来获得实际应用。燃料

电池汽车能量转化效率高，不排放二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和致霾颗粒物，仅排

放清洁的水，其商业化进程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拉开帷幕，我国已将燃料电池汽车确立为战略性新兴产

业，加大力度重点支持相关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然而，目前燃料电池汽车发动机中使用高成本的

铂基电催化剂，阻碍了燃料电池汽车的大规模商业化进程，降低铂基电催化剂的用量或者研发非铂电

催化剂是燃料电池汽车发展的必由之路。宋玉江教授带领的能源电化学工程研究组主要研究低铂及非

铂电催化剂、燃料电池膜电极光驱动制备工艺、低温直接生物质燃料电池和二氧化碳电催化还原制备

小分子燃料，在非铂电催化剂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封面文章发表在 Adv. Funct. Mater. 2017, 27, 

1604356.

燃料电池电催化领域最新进展

Adv.  Funct .  Mater.  2017 ,  27 ,  1604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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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 - 有机框架结构催化新进展

Nature Commun.  2017 ,  8 ,  361

       由于β-C(sp3)-H 键的惰性以及α位和其它反应的竞争，饱和羰基化合物的β位直接活化一直是有机合成化学中的一个难点。

段春迎教授团队长期从事金属 - 有机框架多孔材料的多相光催化研究 (J. Am. Chem. Soc. 2012, 134, 14991; Chem. Sci. 2015, 6, 

1035;  J. Am. Chem. Soc. 2016, 138, 3958). 近期，课题组夏正强博士通过将具有光氧化还原催化与不对称有机催化的功能基团组合

在单一框架中，利用框架穿插策略调控电子转移，高效地实现了多相条件下光催化饱和羰基化合物的直接β- 功能化转换。

       框架穿插缩短了固定催化位点间的作用距离，增强了氧化态光敏剂与烯胺中间体间的快速电荷转移的同时避免了来自α

位或其他活性物种的进攻，从而实现了饱和羰基的β- 功能化区位选择；

同时，框架穿插导致孔道强有力的手性限域环境也首次实现了该过程

的不对称转换。该多相不对称催化剂易于分离和重复使用，其周围丰

富的 Lewis 酸 / 碱位点可避免加入多种添加剂来稳定自由基使得催化

过 程 简 单、易 操 作 且 环 保，具 有 明 确 的 应 用 愿 景。研 究 成 果 以

“Modifying Electron Transfer between Photoredox and Organocatalytic 

Units via Framework Interpenetration for β-Carbonyl Functionalization”

为题发表在 Nature Commun. 2017, 8, 361. 此项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和大连理工大学的资助支持。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化石能源的过度消耗，导致了全球性的能源和环境危机。为探索新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基于太阳能

和半导体催化剂，通过“人工光合成作用”实现新能源开发利用。太阳能驱动二氧化碳转化和光催化分解水制氢是从根本上解决能

源危机和环境污染的理想途径之一，其宽光谱响应半导体材料的开发与应用是实现太阳能高效光化学转化的前提和基础。然而，半

导体材料光吸收特性和光生载流子分离效率已成为光催化领域的研究热点。

       基于此，孙立成教授团队的侯军刚教授在该领域取得重要进展。他们致力于宽光谱响应半导体材料的开发，增强光吸收，从而

实现光驱动二氧化碳转化 (Nano Energy 2016, 30, 59-68; Nano Energy 2017, 32, 359-366). 二维纳米材料是一种全新的材料，原子层厚

的钨酸铋 (Bi2WO6) 单层结构也带来性能突破。通过对宽禁带半导体材料磷酸根掺杂和氧空位引入策略，实现了原子层厚的

Vo-PO4-BWO 纳米片的可见光谱强吸收，提高了其光生电荷分离效率，从原子层次上构建了明确的结构 - 性质关系，实现了可见光

响应二维半导体体系对太阳能驱动二氧化碳高效转化 (Nano Energy 2017, 32, 359-366).

       同时，光催化分解水制氢是利用太阳能制备燃料的理想途径之一。 然而，单一半导体材料仍存在着光生载流子分离效率低的问

题。基于此，侯军刚教授重视发展构筑异质结、异相结甚至晶面间电荷分离等策略来从源头上提升材料的光生电荷分离效率。为此，

发展了一种核壳结构 NaTaON/Ta3N5 异质结纳米晶，形成以 Ta-O-N 化学键耦合的和能带结构匹配的异质结构，有利于光生电子 -空穴

对的分离，减少了光生载流子的复合，

提高了光生载流子的利用率，从而有

效提高了光催化分解水效率。该核壳

结构为进一步构筑高效的太阳能转化

体系提供了新的思路。相关研究成

果发表在 Adv. Energy Mater. 2017, 7, 

1700171. 该系列研究工作得到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资助。

太阳能转化研究新进展

Adv.  Energy Mater.  2017 ,  7 ,  1700171、Nano Energy  2017 ,  32 ,  359-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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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项研究工作突破了传统方法制备非贵金属电催化剂的局限，将蒸发引导的分子自组装技术与高温热解方法相结合，可控制

备了结构新颖的非贵金属电催化剂， 该电催化剂以碳黑为核、氮参杂的类石墨烯多层为壳，此前文献中尚无核 - 壳结构非贵金属

电催化剂的报道。  与商业铂基电催化剂相比，  核 - 壳结构非贵金属电催化剂在酸性和碱性电解液中均表现出优异的氧还原活性

和耐久性。  高活性源自电催化剂高密度的活性位；高耐久性则与多层的外壳结构密切相关，即外壳层活性位损耗后， 暴露的内壳

层活性位保持了电催化剂的活性，有效地提高了电催化剂的耐久性，从而为酸性条件下非贵金属电催化剂耐久性低的科学难题提

出了可行的解决方案。  此外， 核- 壳结构非贵金属电催化剂在酸性和碱性电解液中表现出了丰富的氧还原反应机理， 在碱性电解

液中以直接四电子过程为主， 而在酸性电解液中以间接四电子过程为主。  在燃料电池单电池测试方面与加拿大国家研究院的

Shuhui Sun 教授进行了合作， 研究工作得到了科技部新能源汽车重点专项、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层次项目和大连市“杰出

青年科技人才”等项目的资助。  香港科学网、中国科学报和中国科学网对此项工作进行了报道。

       高效的能量存储与转化技术是解决可再生能源间歇性和不稳定性的重要途径。超级电容器作为一种新型的高功率和长循环寿命

的储能装置，是高效储能技术领域最具活力与创新性的热点领域之一。其中，利用不对称超级电容器代替传统对称型超级电容器以

提供更宽的电压窗口，是获得更高能量密度的最有效手段之一。然而，高性能电极材料的设计合成一直是发展高性能不对称超级

电容器的瓶颈性难题。

       针对这一科学难题，邱介山教授领导的辽宁省“能源材料化工”创新团队在前期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富含高活性边缘结构的镍钴

硫化物耦合石墨烯的新方法，Energy. Environ. Sci. 2016, 9, 1299；二维超薄 NiCo 氧化物纳米片垂直“嫁接”石墨烯的复合结构电极材

料，Chem. Mater. 2016, 28, 5855），基于氮掺杂炭层的超亲水界面调控作用， 研究建立了一种可控构筑超亲水碳基底的普适性新策略，

提出了超亲水界面调控活性物种稳定分散的新思路。 例如，在超亲水碳基底上通过水热法生长 NiCo-LDH，超亲水界面不仅有效调控

了 NiCo-LDH 的垂直均匀生长，同时由于其与 NiCo-LDH 之间的强相互作用进一步提高了复合材料的结构稳定性。 制备的

CC-NC-LDH 复合电极材料表现出优异的电化学性能，  在 100 A g-1 的电流密度下质量比容量仍有 1092 F g-1  （比电容保持率可达

60%）。 以这类复合电极材料与商业化活性炭构筑的水系不对称超级电容器， 在 21.6 kW kg-1 的高功率密度下，能量密度仍然高达

41.5 Wh kg-1， 并且在 10 A g-1 的大电流密度下稳定循环 20000 次后容量损失率仅为 0.00065% / 次，显示出巨大的应用潜力。 更为重

要的是，这种超亲水界面调控策略可以拓展到惰性碳基底（如石墨纸等）和其它电化学活性物种， 是一种制备高性能整体性碳基复

合材料的普适性新方法。 这一成果为拓

展和深化新型电容器电极材料的设计

与构筑，开辟了新的技术途经， 亦为推

进高性能储能器件之实用化提供新的

驱 动 力。  相 关 论 文 发 表 在 Energy 

Environ. Sci. 2017, 10, 1958-1965，  并

被 选作 inside Front Cover 和 2017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HOT articles，  

文章的第一作者是博士研究生李少锋，

通讯作者为邱介山、于畅教授。

碳基超级电容器电极构筑研究新进展

Energy Environ.  Sci .  2017 ,  10 ,  1958-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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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经济和工业的不断发展，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日益成为限制我国工业发展的重要问题。其中，工业废水如果不经过有

效地处理而直接排放，不仅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也是对水体和高经济附加值产品的极大浪费。

       贺高红教授领导的“新型高效分离过程”学术团队在前期膜

蒸馏 - 结晶耦合过程 (AIChE J. 2016, 62, 829)、膜界面结晶成核

调控机制 (Chem. Eng. Sci. 2015, 134, 671) 的研究基础上，提出

用膜蒸馏-结晶耦合过程工艺替代原有的精馏-蒸发结晶工艺，

综合处理石油化工、精细化工、医药生产等领域广泛存在的富盐

有机废水。 该耦合过程对于油田采出废水为代表的多元富盐有

机废水体系，可同步实现废水中乙二醇溶剂回收、纯水分离、盐

分精制。 实验结果表明，膜结晶耦合过程溶剂回收率 （>98.8%）、

水分纯度（>99.5%）和盐晶体特性（C.V.=35）相比于原有的真空

蒸发结晶都有显著优势；利用膜界面优异的传质速率调控机制，

有效控制了多元溶剂浓缩过程中的结晶过饱和度，将废水中盐分由粗盐颗粒转化成高经济附加值的高端精细化产品，实现了盐分产品

的高端化、精细化制备。 研究团队通过综合考虑了温度极化和浓差极化现象影响，建立了三元复杂溶液体系膜结晶传质过程模型，获

得了与实验值准确吻合的模拟结果，为该技术的工业设计及优化提供了有效途径。 同时，不同溶液条件下膜界面结晶成核临界浓度研

究结果表明，多元溶液体系和膜材料界面性质对盐分结晶的耦合作用机制对整个过程的分离效率、产品性质有显著影响，将是下一阶

段膜结晶耦合过程控制理论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 该技术在分离废水中水分同时，将有机物进行同步浓缩回收，实现了工业废水的近

零排放和盐分同步精制，为我国水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提供了一项新的解决途径。 研究成果发表在化工领域顶级期刊 AIChE J. 
2017, 63, 2187-2197，卢大鹏硕士生是论文第一作者，姜晓滨副教授为通讯作者。 

膜结晶耦合过程实现富盐有机废水的高效处理和盐分同步精制

AIChE J.  2017 ,  63 ,  2187-2197

国际合作

       孙立成教授团队的刘进轩副教授（第一通讯）与我校“海外学术大师”项目学者，德国科学院院士、

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功能界面研究所所长 Christof Wöll 教授合作，以“Surface-supported metal–organic 
framework thin films: fabrication methods, applications, and challenges”为题，作为前封面在 Chem. Soc. Rev. 
(2017, 46, 5730-5770) 发表该金属 - 有机骨架薄膜材料研究综述。

       金属 - 有机骨架薄膜是一类通过金属配体和有机分子配体配位而成，附着在基底表面的多孔晶

体材料，不仅具有粉末金属 - 有机骨架材料孔径可控、物理与化学性质可控修饰且结构高度有序的

特点，而且在成膜后表现出更加优异的性能。因此，受到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文章对近年来金属

-有机骨架薄膜材料研究领域中的金属-有机骨架薄膜的制备策略及其在光电转换、电子器件、CO2

还原、超级电容器、电池和膜分离等领域的应用进行了总结， 并提出了目前金属 - 有机骨架薄膜研

究领域中在制备高质量薄膜、薄膜界面稳定性、薄膜生长机理、薄膜缺陷位点、薄膜导电性以及载

流子在薄膜中的迁移、复合和分离等所面临的挑战。

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与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合作

发表金属 - 有机骨架薄膜材料研究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