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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配置资源，打造创新研究平台。实验室具有 2.5 万平方米的集中空间，拥有 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离子淌度四极杆飞行时

间串联质谱仪、完全无液氦综合物性测量系统、飞秒时间分辨光谱测量平台等 50 万元以上的先进仪器设备 119 台套。建有精细化

工公共测试平台、生物分子荧光探针与分子检测可视化平台、太阳能燃料及太阳能电池平台、精细化工绿色合成与催化平台、有机

光电材料与高性能树脂平台、精细化工产业共性技术创新平台、抗病毒小分子药物工程平台，特别注重染料激发态调控、新型精细

化学品分子结构、光电功能测试、微观和瞬态的表征技术及精细化工过程的绿色化和安全性评价等特色领域技术支撑。实验室对大

型仪器实行集中统一管理，专管公用。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实行统一的收费标准，提供培训服务，仪器网上预约开放使用，大

大提高了仪器的利用率。一些贵重仪器如 600M 核磁共振波谱仪、X 射线光电子能谱仪、高分辨飞行时间串联质谱联用仪、物性测量仪、

液相色谱 / 质谱联用仪、气相色谱 / 质谱联用仪、X- 射线粉末衍射仪、X- 射线单晶衍射仪都是 24 小时开机，使用率在 100% 以上。

与辽宁省药品检验检测院、辽宁省高校分析测试共享平台、大连市检验检疫局、大连化物所和大连海关等单位开展仪器共享服务。

理工交差融合，提升行业引领能力。本年度实验室在重大原始性创新突破、解决战略必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取得了重要

进展。解决 “卡脖子” 精细化工产品难题：发明了靶向血液细胞荧光染料，技术转让迈瑞公司，生产的高端五分类血液细胞分析系统，

累计销售 6300 多台，在 94 个国家和地区的 4700 多家医院应用，2019 年获中国石化联合会技术发明一等奖；二氧化碳基手性精细

化学品转让至沈阳金九奇公司，新增销售额 1.24 亿，新增利润 1855 万元；完成了辽阳奥克年产 3000 吨有机环状碳酸酯的中试，5

万吨生产装置即将投产。解决关键材料和工艺难题：以国际首创的杂萘联苯聚芳醚为基体，研制耐高温耐核辐射耐磨复合材料，应

用于 CAP1400 核主泵动压滑动轴瓦，解决了大功率水润滑轴承轴瓦材料国产化技术难题；研制出国际首套 21kg/s 气波制冷装备，

形成了国际首套 21 米直径超大规模排气冷却器设计方案，促进了我国航空发动机高空试验台核心技术装备的国产化，获得 2019 年“变

革性技术关键科学问题” 国家科技重点专项支持。发展“卡脖子”清洁化工技术：发明的烷基蒽醌清洁合成技术，用固体酸催化替

代传统三废污染的发烟硫酸催化，2019 年在吉化公司完成世界首套千吨级工业装置连续生产，每年节省 “三废” 处理费用 3000 余万；

开发国际首套耦合分离工艺，突破分离效率与产品收率的制衡，2019 年在辽河石化和辽阳石化氢回收装置成功开车，分别回收

6000 和 11000Nm3/h 氢气，CO2 年减排 10 万余吨；完成浩业化工渣油加氢循环氢纯化工艺设计，年效益超过 3 亿元。本年度，相

关成果获辽宁省科学技术奖励 5 项（自然科学一等奖 2 项、技术发明一等奖 1 项、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辽宁省国际科学技术合作

奖 1 项）,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技术发明奖 1 项、创新团队奖 1 项，第 47 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 2 项。授权发明专利 99 件（其

中国外专利 5 件），申请专利 242 件（其中 PCT 25 件）。本年度发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论文 1029 篇，其中国内期刊论文 101 篇，

IF>10 的论文 137 篇。发表国外专章 3 篇。一批研究成果成功地应用到产业上，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支撑和引领

我国精细化工领域的科学创新和产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实施 “卓越计划”，构筑人才培养高地。实验室已成为学校 “化学工程与技术” 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的核心。该一级学科在

2007 年、2012 年教育部全国学科评估中均名列全国第三，涵盖 “应用化学” 和 “工业催化” 等五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应用化学”

学科连续多年名列全国第一。实验室利用化学化工学科群承载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高水平的科研实践创新平台及科研团队，通过

材料科学、化学、医学等多学科与化工交叉融合，全方位、全过程促使研究生的科研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引导研究生在发表高水平

学术论文的同时，注重参与国家重大产业问题的研究。 本年度招生研究生 264 名（硕士 152、博士 92、博士后 20），毕业研究生 174 名（硕

士 103、博士 65、博士后 6）。郭宇博士入选 2019 年度“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我校 7 人入选），这是该计划实施以来我校首次入选，

实现零的突破。有 6 名博士生、12 名硕士生获 2019 年度国家奖学金。同时还为精细化工企业培养了一批专业技术骨干。

深化合作交流，扩大国际影响力。以实验室为合作基地，建有科技部 “超分子化学与催化国际联合研究中心”，以及 “大连理

工大 - 瑞典皇家工学院分子器件联合研究中心”、“大连理工大学 - 宾州州立大学联合能源研究中心”、“大连理工大学 - 日本理化学

研究所稀土化学和催化研究中心”、“大连理工大学－德国马普学会功能纳米材料和能源清洁利用联合研究中心”、 “大连理工大学 -

日本东北大学催化科学联合研究中心”、 “大连理工大学 - 日本三菱化学联合研究中心” 7 个高水平国际合作研究实体，提高了实验

室 学 术 水 平 和 国 际 化 水 平，拓 展 了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空 间。高 等 学 校 学 科 创 新 引 智 计 划 建 设 项 目 “精 细 化 工 创 新 引 智 基 地”

（2016.01-2020.12，900 万）搭建了高水平学术交流与合作平台。本年度邀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讲学 200 余人次，拓展了师生的学

术视野，提升了实验室的国际影响力。如瑞典皇家科学院、芬兰科学与文学院和欧洲科学院院士、前诺贝尔化学奖评审委会委员、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有机化学系 Jan-E. Bäckvall 教授，世界光化学权威、日本京都大学 Hiroshi Imahori 教授等著名专家学者应邀来

访交流。本年度邀请了谭蔚泓院士、赵东元院士、谢克昌院士等著名专家做 “大煜科学讲坛” 系列学术报告，以纪念张大煜院士为

我国化学化工做出的突出贡献，勉励后人为祖国的科学事业贡献力量。本年度主办（承办）了 1 次国际会议，2 次双边会议，7 次

全国会议。实验室人员在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上作大会报告 12 人次，主题报告 25 人次，邀请报告 82 人次。

展望未来，实验室将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宽广的世界眼光，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从传统走向精细化工 2.0，

瞄准 “中国制造 2025”，凝练方向、拓展空间、乘势发展。加强顶层设计，拓展新的研究领域，加强在光 - 磁、声敏、诊 - 疗、光能转换，

健康试剂与材料、电池材料、IT 智能材料，关键国防材料等领域的研究，力争取得重大原始性创新突破，解决战略必争领域关键

核心技术。

2019年实验室工作回顾

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根据“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以及我国精细化工产业布局，利用人才组织和科研优势，坚持

创新驱动原则，以医学健康、新能源、电子信息光学领域等关键原材料创新与产业化为突破口，服务国家战略，面向地方需求，把

科研做到祖国需要的地方。首先，在染料及其光化学研究中，近年研发的数码打印染料已占全球通用墨盒的 20%；医学诊断染料

大规模用于血液临床检验，出口 90 多个国家；光分解水制氢和生态纺织染料研究，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正在攻克“卡脖子”

的彩色柔性显示、基因测序染料等。第二，在精细化工新材料研究中，研制的可溶耐高温树脂是航空航天不可或缺的材料；水下声

呐吸收材料、雷达隐身材料、环保轮胎等都具有领先水平。目前正在攻克核泵轴套、高容量锂硫电池电极等关键新材料。第三，在

精细化工清洁工艺和关键技术中，研发的煤化工合成气纯化技术，占全国产业化 90% 以上；低碳烷基芳构化技术 30 余套万吨级规

模化应用；膜技术为石油尾气回收、消除“点天灯”、减少污染做出了重要贡献。目前正研究大规模风洞制冷等关键技术。 

实施“人才强室”战略，培养汇聚领军人才。实验室经过三代的传承与发展，具有一流的研究队伍，成为引领我国精细化工

创新研究的重要基地。现有固定人员 79 人，其中研究人员 66 人、实验技术人员 12 人、管理人员 1 人。40 岁以下的青年研究骨干 25 人，

占 30%。有院士 4 人（5 人次），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 1 人，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1 人，瑞典皇家工程院院士 1 人，

土耳其科学院院士 1 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9 人；何梁何利科学技术创新奖获得者 1 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

选 4 人；“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4 人；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 8 人。建有“染料分子功能调控”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仿生识别与荧光传感创新团队”、“新型高效过程耦合强化创新团队”和“耐高温高性能工程塑料创

新团队” 3 个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功能超分子与纳米材料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和“精细化工学科创新引智基地”2

个教育部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超分子化学与催化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科技部国际联合研究中心，“化学工程与技术教师团

队”教育部首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建有“光转化功能分子设计合成及应用”、“仿生识别与荧光传感” 和“小分子活化与

仿生催化” 3 个教育部创新团队， 建有 “辽宁省绿色化学化工省部共建协调创新中心” 教育部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辽宁省精细

化工共性技术创新平台”，“煤炭资源高效洁净利用创新团队”、“耐高温高性能工程塑料创新团队” 2 个 “兴辽英才计划” 高水平创

新创业团队，以及 “能源材料化工”、“高性能树脂及其应用新技术”、“新型高效分离过程” 和 “低碳资源的高附加值转化利用” 4

个辽宁省科技创新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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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18日，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第六届学术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大连召开，专家们的把关定向为实验室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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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水平人工光合成催化剂分解水”
获2019年度辽宁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科研进展

本项目由李斐教授、王梅教授等领衔完成。模拟光合作用、利用可见光分解水制氢是实现太阳能转换的一条理想途径，其核

心问题是水氧化和质子还原产氢半反应的高效催化与耦合。本项目从分子层面模拟自然界产氧酶和产氢酶的功能，充分揭示 O-O

键和 H-H 键的形成机理，基于过渡金属配合物创制了一系列高效产氧产氢催化剂，并进一步实现了仿酶催化剂在半导体和导体材

料的固载，使分子催化剂的功能由溶液延伸到更具应用前景的光、电分解水器件，为人工光合作用注入新的设计理念。基于上述成果，

荣获了 2019 年辽宁省自然科学一等奖，其主要理论创新包括：

1、人工模拟酶分解水催化剂的设计合成。模拟光

合成体系 II 释氧活性中心，从分子层面研究了水氧化催

化剂的构效关系，提出了多金属中心协同作用的水氧化

催化剂制备新方法。模拟氢化酶活性中心还原质子，基

于 [Fe2S2] 氢化酶模型配合物，揭示了分子内碱基在 H−

H 及 C−H 键形成和异裂催化反应中通过质子耦合电子转

移降低反应能垒的重要作用。创制了低过电位、高活性

廉价金属分子催化剂。

2、光活性超分子组装体的构建和电荷转移调控。发展了符合热力学和能级匹配原则的可见光驱动水氧化和质子还原产氢体系，

利用瞬态光谱研究电子传递动力学，提出主客体包覆、共价连接等新策略，构建集可见光吸收和水分解功能于一体的光活性超分

子组装体，提升功能单元间光诱导电荷转移效率，获得了迄今最高的产氧光量子效率。 

3、分子催化剂在水分解光电器件中的应用。发

展和丰富了分子催化剂在（光）电极的负载方式，构

筑了新型太阳能转换复合材料，使分子催化剂的功能

由溶液拓展到电极表面和水分解光电器件。调控和优

化电极表界面形貌、电子结构和电荷传输，构建了分

子催化剂和光敏染料共敏化光阳极和有机 - 无机杂化

光阴极，实现了分子催化剂驱动的全分解水。

高活性分子水氧化催化剂

“基于廉价天然材料设计和构筑功能碳材料的新方法”
获2019年度辽宁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本项目由邱介山教授、王治宇教授等领衔完成。我国煤炭和生物

质等廉价天然资源储量丰富，其高效高附加值利用有助于促进多个传

统行业的技术进步、产品升级和绿色化可持续发展。碳材料是能源、

环境和国防安全等诸多领域必不可缺的关键功能材料，也是化工、化

学、材料等多学科领域的前沿研究热点之一。

本项目围绕煤炭和生物质等廉价天然材料的高效高附加值可控转

化利用之目标，基于这些原料的独特天然大分子化学结构组成特征，

以实用化的高性能电化学储能应用为导向，系统探索了基于煤 / 生物

质的功能碳材料之设计构筑新技术及其结构性能精细调变方法学：在

分子尺度上，基于分子结构化学剪裁 - 重排机制，发展了高熵态煤 /

生物质向有序规整碳结构的高效可控转化与绿色通用宏量合成新方

法；在微观尺度上，建立了基于表 - 界面工程策略的纳米碳材料微观

活性多功能小分子化学修饰与调控石墨烯之表界面性质、电化学反应机制
与储能性能示意图（Nature Commun., 2014, 5, 5002，ESI 高被引论文）

负载分子催化剂的电解池和光电化学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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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化精馏 -加氢提质非常规油品清洁转化关键技术与应用”
获2019年度辽宁省技术发明一等奖

本项目由梁长海教授等领衔完成。开发非常规油品清洁转化技术是提高能

源供给能力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措施。针对非常规油品特性，通过催化

新材料创制和化学工艺过程创新，项目组通过探究油品组成调控、杂原子迁移

规律和传递强化过程，发明了催化裂解反应和精馏分离耦合的催化精馏技术和

催化精馏 - 加氢提质耦合的工艺技术；创制了催化精馏和加氢提质催化剂；成

功应用于中低温煤焦油、废弃有机物热解油、生物油脂等转化，生产出符合我

国和欧盟标准的清洁燃料。本技术具有反应条件温和、处理量大、氢耗低、收率高、

投资少等特点，对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和实现可持续发展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

已在七家企业应用，近三年累计新增销售额 5.7 亿元，新增利润 3200 万元。本

技术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20 余件，PCT 专利在 10 个国家 / 地区授权。荣获辽宁

省技术发明一等奖、中国专利优秀奖、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和 ALI&HOMA

奖等。

“功能复合材料轨枕及其先进制备技术”
获2019年度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本项目是国家“863 计划”课题（2007AA03Z53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21034001）的创新成果，项目完成第一单位是大连理工大学，李杨教授排名第二。

本项目基于不同种类、复杂组成的橡塑材料，从功能复合材料轨枕的结构、组成设

计出发，通过相应制备工艺、装备攻关，攻克了多项关键技术，主要科技创新点包括：

（1）创制了高稳定、轻量化功能复合材料轨枕（如图所示）：基于所研发的稀土乙丙

共聚物、高抗冲丁苯树脂，成功地创制了高稳定、轻量化的功能复合材料轨枕，所

创制的功能复合材料轨枕的绝缘性极佳，绝缘电阻为 165 M，远高于限值 5 k，且自

重轻、静载小，自重仅为传统预制混凝土枕木的三分之一；（2）创制了高强度、极

耐候功能复合材料轨枕：基于所研发的稀土氯醚共聚物、高抗冲丁苯树脂，成功地

创制了具有高强度、极耐候的功能复合材料轨枕，所创制的功能复合材料轨枕的弹

性模量和断裂模量均高于美国铁路工程和道路维护协会 (AREMA) 标准 1.4 倍以上，

且轨枕的线膨胀系数较低，从 - 40℃严寒冰冻地带到 80℃高温潮湿热带均可铺设；

（3）创制了高阻尼、长寿命功能复合材料轨枕：基于所研发的稀土异丁烯共聚物、

高抗冲丁苯树脂，成功地创制了高阻尼、长寿命的功能复合材料轨枕，所创制的功

能复合材料轨枕在 1 Hz~5000 Hz 频率范围内均有明显减振效果，最大加速度级差约

为 16.83 dB，且轨道结构承受 300 万次疲劳荷载后，轨道结构状态良好，极大地延长轨道使用寿命。

基于本项目所研发的一系列稀土乙丙共聚物、稀土氯醚共聚物、稀土异丁烯共聚物的功能性聚合物以及高抗冲丁苯树脂共聚物，

首次将功能性聚合物运用于铁路轨枕的制备中，成功地创制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稳定轻量化、高强度极耐候、高阻尼长

寿命的功能复合材料轨枕，实现了理论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

高稳定、轻量化功能复合材料轨枕及其先进制备技术

结构与表 / 界面性质调控新策略，引领了化学固硫新方向，提供了高性能锂二次电池电极材料之创制与性能调控平台性技术方法；

在介观 / 宏观尺度上，开发了基于物理外场协同与强化的功能纳米碳材料三维空间织构与性能调控新技术，发现了外源微波场对氧

化石墨烯雪崩式还原反应的外场诱导效应。项目解决了煤炭 / 生物质无序高熵结构向有序碳结构之高效转化策略与其富缺陷分子结

构的精细调变及构效关系规律两个关键科学问题，开辟了煤炭 / 生物质的高效高附加值利用新途径，突破了电化学储能技术中的材

料瓶颈难题。相关工作发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Advanced Materials 等功能材料与能源化工技术领域的国际主流学术刊物上，

获 2019 年辽宁省自然科学一等奖。成果对我国及辽宁省天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领域的尖端技术创新和

产业技术的升级进步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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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情

我校获批大连市抗病毒小分子药物工程研究中心

http://news.dlut.edu.cn/info/1003/58085.htm

3 月 5 日，大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关于 2020 年第一批大连市工程研究中心项目资金申请报告的批复》（大发改审批

字〔2020〕12 号），依托我校化工学院建设的 “大连市抗病毒小分子药物工程研究中心” 获得批复组建。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大连理工大学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

话精神、 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严格落实教育部党组各项工作要求，加大科研攻关力度，加强有效药品研发，

成立 “新冠肺炎抗病毒药物研发大工攻关突击队”。由化工学院院长彭孝军院

士挂帅，快速集结了 70 余名科研人员组成协同攻关团队。学校党委书记王寒

松教授高度关注科研进展和团队安全，多次看望慰问科研攻关一线科研工作

者。校长郭东明院士直接靠前指挥，鼓励团队加快关键技术突破。副校长宋

永臣教授负责统筹协调各方资源，保障团队科研攻关顺利开展。团队工作得

到辽宁省委省政府、大连市委市政府领导的积极支持和高度赞扬，也得到了

辽宁省、大连市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本次获批的 “大连市抗病毒小分子药物工程研究中心” 以此攻关团队为

核心，依托大连理工大学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化工学院药学系、力学

系高性能计算团队等相关交叉学科的雄厚研究基础组织建设。工程中心基于

手性药物规模制备、精细化学品清洁制备、分子结构设计等开展技术研发，致力于增强区域应对突发病毒感染的治理能力，积极推

动大连市生物医药产业技术进步，为助力 “东北振兴” 做贡献。

本次获批的大连市工程研究中心是大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为有效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围绕提升新型冠状病毒检

测能力，紧急组织实施的 2020 年第一批市级工程研究中心。自 2 月发改委发布通知后，技术研究开发院紧密围绕大连市决策部署，

聚焦校内各类科研攻关团队，与主管部门积极沟通汇报，结合我校抗病毒药物研发基础充分整合校内资源，谋划并推进了相关工作。

抗病毒药物及中间体多功能制备中试基地

基于以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平台所开展的国际科技合作

侯召民教授获2019年度辽宁省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为提升我国稀土催化化学领域的研究水平，日本理化学研究所侯召民教授与大连理工大学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促成并共建

了 “稀土金属与催化联合实验室”。侯召民教授以开发新催化剂、新反应和新材料为目的，围绕新型稀土聚合催化剂，实现新型功

能高分子材料的高效合成，发展新型金属多氢配合物及其活化惰性分子的反应，开辟了金属有机化学的新前沿领域。目前通过与大

连理工大学合作，已发表 SCI 学术论文 50 余篇，包括影响因子 10 以上的论文 10 余篇。其中，发表在《科学》（Science）上的研

究工作被《朝日新闻》、《化学工业日报》、《日经产业新闻》、英国皇家学会《Chemistry World》、新华社新闻中心等媒体报道，大大

提升了我校在该领域的国际地位和知名度。此外，侯召民教授借助日本 RIKEN 的研究平台，为大连地区乃至全国培养了多名科研

骨干，为进一步加深国际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鉴于侯召民教授在金属有机以及稀土催化化学领域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以及在传

授科学技术、培养科技人才、促进国际交流等方面的突出贡献，荣获辽宁省 2019 年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研发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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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

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深圳研发中心
实验室与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基于在各自领域的优势以及合作意愿基础，为更有效整合双方资源，就深化新形

势下双方长期、稳定、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于 2018 年 9 月达成 “新一代血液分析荧光染料合作开发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深圳迈

瑞自 2018 年起连续五年，每年向大连理工大学支付研发费用。经中国石油化工联合会对 “荧光识别染料及其应用” 项目鉴定认为：

成果瞄准民生重大需求，通过染料荧光探针的创新、关键染料创制、产业应用联动，有力推动了我国在该领域从国内空白到国际一

流的跨越，具有显著的创新性，整体技术水平处于国际领先。2019 年本项目获得石化联合会技术发明一等奖。

辽宁省精细化工共性技术创新平台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助推辽宁老工业基地新一轮振兴发展，经大连理工大学申请、辽宁省科技厅批

准成立。平台占地 2.75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4 万平方米，拥有完备的公用设施和分析检测设备。平台围绕我校精细化工特色，以

服务辽宁省精细化工产业及相关高端制造业的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为目标，以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为着力点，整合优质

资源，开展精细化工特色化学品及清洁制备共性技术等 14 个项目的科研攻关。目前已完成中试科研成果 12 项，孵化 7 家精细化工

新材料企业，共性技术成果转化3项，技术产品交易额超千万，吸引投资超20亿元。为助推辽宁省精细化工产业快速发展，为学校的“双

一流” 建设、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研发合作

在染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框架下，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与沈阳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共同承担 “典型染料及有机颜料连

续化生产近零排放技术” 国家重点研发项目，2019 年建成活性染料、分散染料和有机颜料合成中连续重氮化和连续偶合反应装置；

完成硝基苯磺酸还原反应催化剂的研制，建立实验室规模公斤级连续装置，开展连续化实验及废水处理工艺等研究，达到课题中期

考核全部指标要求。双方拟在 “十四五” 期间进一步合作开展染颜料行业安全高质量发展关键共性技术研发。

京博—大工工业技术联合研究院
       围绕先进化工技术、装备与工程系统工程创新平台建设的定位，以功能化学品开发与转化、先进工业催化技术应用、化工装备、

安全与过程系统工程技术应用为主线，展开科技创新工作。2019 年，双方人员互动近 100 次，参与互动 551 人次。其中京博高层人

员到校交流 60 人次，累计 219 天。频繁互动为全方位合作持续助力。年内在工业技术联合研究院平台上，持续推进氢气网络优化、

复杂工况烟气余热回收、电化学除垢、清洁生产、金属储氢容器、转型关键工艺研究等方向的联合攻关。完成新型缠绕管换热器设

实验室与深圳迈瑞生物公司联合创制的高端“五分类血液细胞分析系统”

在新冠状病毒肺炎临床诊治中发挥重要作用

       高性能医疗器械是 “中国制造 2025” 提出的重点突破领域之一，许多关键医疗设备长期被国外垄断，

如五分类血液细胞分析系统，作为不可或缺的临床血常规检测的大型基础设备，被列入 “中国尚未掌控

的核心技术清单”。为此，由彭孝军院士、樊江莉教授等领衔，与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开展了以靶向性荧光染料为核心的血细胞荧光识别技术研究，实现了有核红细胞、网织红细胞等异常红

细胞、各类白细胞、白血病肿瘤细胞等的近红外荧光流式检测，支撑迈瑞高端五分类血液细胞分析系统

大规模产业化，已进入 94 个国家，在国内 700 多家三级医院及国外 2300 多家医院应用，“有力推动了我

国在血细胞分析系统从国内空白到国际一流的跨越…”。获 2019 年度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技术发

明一等奖。

在本次抗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迈瑞公司主动请缨，和医生并肩作战，基于核心技术“生物成像染料”开发的五分类血液细

胞分析系统将五分类血液细胞分析系统新冠状病毒肺炎临床诊治，数据表明：（1）成为临床新冠肺炎诊断确诊标准之一：新冠肺炎

患者白细胞正常或降低，淋巴细胞计数降低；（2）可监测新冠肺炎治疗效果：白细胞、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嗜酸性

粒细胞的持续降低往往预示病情的加重，而这些参数在降低之后的反向爬升则预示着病情的好转。（3）白细胞、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

嗜酸性粒细胞到达峰值并不意味着病毒清除，此后淋巴细胞继续爬升消灭病毒，此过程中会伴随着炎症反应标志物 CRP 的二次升高，

CRP 的二次回落宣告抗病毒反应的结束和病毒的清除。

基于核心技术“生物成像染料”
开发的五分类血液细胞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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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工—中石化大连石油化工研究院
2019 年双方围绕烟气脱硫、绝缘材料老化、渣油加氢、高速塔分离、气波制冷、污水处理、抗盐雾涂料、膜分离、异构化、

纤维素制乙醇等开展合作，召开交流会 10 余次，参与人员 200 余人次。双方成立了管理委员会，启动了第一批项目 10 余项，合同

金额近 1000 万元。除了科研合作，中石化大连石油化工研究院方向晨院长和乔凯副院长积极参与学院的教学改革工作，为学院的

人才培养出谋划策。

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江苏怡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合作
合作始于 2006 年，双方在钛硅分子筛催化 HPPO 工艺产业化方面展开全面合作。2019 年，在吉林分公司建成 100 吨 / 年催化

剂产业化装置并成功投产，2019 年下半年打通全流程，现已生产合格成品催化剂 20 余吨。该催化剂在温和条件下高效催化丙烯与

双氧水进行环氧化反应，反应物转化率及主产物选择性均高于 96%。基于双方合作开发的 HPPO 工艺，并在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资金支持下，怡达在江苏泰兴建设一套年产15万吨环氧丙烷的绿色工艺示范装置。该装置已完成前期各项审批工作，并已开工建设，

预计 2020 年上半年完成设备安装、调试等工作，下半年投料生产。该工艺的顺利投产标志着环氧丙烷生产工艺绿色转型的成功。

大连理工大学-安徽海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新材料开发与工业化联合研发中心

安徽海螺集团与实验室合作建设了全球水泥行业首个 5 万吨 / 年碳捕集提纯工业化项目，总经费 732 万元。该项目开创了水泥

行业 CO2 回收利用的先河，改变了社会各界对传统水泥行业的认知，受到全球碳捕集行业重点关注，国家各级领导高度重视，纷

纷前往海螺集团巡视。2019 年 10 月 17 日，2019 世界智能制造大会在南京举行 , 大会发布了 “智能制造标杆企业” （第一批），共有

8 家企业获此荣誉，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榜上有名。2019 年 12 月海螺集团代表我国水泥行业在西班牙气候大会上发表了专

题演讲。

王治宇教授当选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

学术影响

近日，王治宇教授收到英国皇家化学会颁发的证书，当选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FRSC）。 

英国皇家化学会（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成立于 1841 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

化学学术团体和欧洲最大的化学科学团体，也是国际上最有影响的国际权威学会之一。学会

会士（Fellow）中包括近 80 位诺贝尔奖得主。学会每年遴选在国际化学科学研究领域取得杰

出成就，为推动化学科学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为其会士。

王治宇，2007 年于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获博士学位，学

位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2008-2012 年先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从

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12-2014.02 于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任洪堡研究员。2015 年获国家优秀青年科

学基金，2020 年当选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是辽宁省 “兴辽英才计划” 青年拔尖人才、大连市杰出青

年科技人才入选者。主要研究方向为电化学反应驱动的离子 / 小分子活化转化与存储技术及其应用（如

锂二次电池、电化学催化等）。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Advanced Materials、Energy Environmental Science 等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80 余篇，SCI 他引

10100 余次，出版专著 1 部，H 因子 48。获辽宁省自然科学一等奖等学术奖励。任 Scientific Reports、

Rare metals、《材 料 工 程》、《航 空 材 料 学 报》等 国 内 外 学 术 期 刊 编 委、国 际 电 化 学 能 源 科 学 院

（IAOEES）理事、中国颗粒学会青年理事等学术职务。

计制造，推进 5000 吨 / 年丁苯胶乳装置建设。在科技创新合作的同时，京博与大工在人才合作上迈出实质性一步，在 6 月 15 日举

行的大连理工大学化工学院 70 周年纪念大会上，由京博控股集团与中国化工学会、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学部、大连理工大

学携手设置的 “中国化工与材料京博科技奖” 和 “中国化工与材料京博博士论文奖” 两个奖项正式启动，金奖 50w、银奖 30w、铜

奖 10w、优秀奖 5w，用于鼓励表彰化工领域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激发青年学子对化工科技工作的热爱，加强高层次、创新性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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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9年7月18日，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第六届学术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大连召开，专家们的把关定向为实验室发展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

2.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10位教授荣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彭孝军院士受邀参加国庆70周年阅兵观礼活动；

3.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主办的庆祝大连理工大建校建院70周年系列论坛——“纪念侯毓汾教授染料创新论坛”、“奥克产学研融合创

新论坛”，分别于6月15日和16日在大连理工大学西部校区隆重召开，共庆母校诞辰，共谋学院发展，共绘绚丽篇章；

4.孙立成教授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5.蹇锡高院士当选亚太材料科学院院士；

6.樊江莉教授获批2019年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7.张守海教授入选2019年“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并被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

8.彭孝军院士加入中国化工学会会士，贺高红教授入选中国化工学会会士；

9.高伟教授获批2019年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0.孙立成教授、邱介山教授入选科睿唯安 2019“高被引科学家”名单；

11.2019年辽宁省“兴辽英才计划”入选者名单：贺高红教授入选杰出人才；Prof. Engin Umut AKKAYA入选攀登学者；樊江莉、孟庆伟

两位教授入选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邵堃、侯军刚、姜晓滨、高伟四位教授入选青年拔尖人才；王锦艳教授领衔的“耐高温高性能工

程塑料创新团队” 、梁长海教授领衔的“煤炭资源高效洁净利用创新团队”入选高水平创新创业团队；孟庆伟教授被聘为辽宁特聘教

授；

12.姜晓滨、于畅两位教授获中国化工学会“侯德榜化工科学技术奖”青年奖；

13.姜晓滨教授获2019年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青年科技突出贡献奖；

14.樊江莉教授领衔的“生物荧光成像染料及应用”，获2019年度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技术发明一等奖；

15.贺高红、吴雪梅、姜晓滨等教授领衔的“大连理工大学高性能膜与膜耦合过程强化创新团队”，获2019年度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

会创新团队奖；

16.李斐教授领衔的“分子水平人工光合成催化剂分解水”，获2019年度辽宁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17.邱介山教授领衔的“基于廉价天然材料设计和构筑功能碳材料的新方法”，获2019年度辽宁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18.梁长海教授领衔的“催化精馏-加氢提质非常规油品清洁转化关键技术与应用”，获2019年度辽宁省技术发明一等奖；

19.李杨教授（排名第二）等领衔的“功能复合材料轨枕及其先进制备技术”，获2019年度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20.侯召民教授获2019年度辽宁省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21.梁长海教授团队的两个项目“非常规能源资源化转化清洁燃料技术”及“石油树脂加氢技术”，获第47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金奖；

22.由樊江莉教授牵头，与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完成的“生物荧光成像染料及应用”项目，3月26日通过石化联合会

科技成果鉴定。经专家委员会鉴定，该项目成果整体技术处于国际领先行列；

23.胡大鹏教授牵头的“气波膨胀制冷新原理与关键技术”入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24.张守海教授牵头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特种高性能工程塑料产业化技术研究”，中期检查于8月8-9日在江苏常州进行；

25.亚洲染料工业联合会在4月11日公布首批亚洲染料工业联合会会员单位，包括大连理工大学在内的40家单位获批成为会员；

26.榆林市高新区管理委员会与重点实验室10月28日签署“榆林市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中试基地” 共建协议；

27.辽宁省精细化工产业共性技术创新平台两周年工作总结会于12月10日在大连理工大学召开；

28.本年度从University of Tsukuba引进Hiroki Oshio教授，从武汉理工大学引进范科博士；

29.郭宇博士（合作导师陆安慧教授）入选2019年度“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我校7人入选），这是该计划实施以来我校首次入

选，实现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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