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填写说明 

一、年度报告中各项指标只统计当年产生的数据，起止时间为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年度报告的表格行数可据实调整．．．．．．．．．，不设附件，请做好相

关成果支撑材料的存档工作。年度报告经依托高校考核通过后，于次年 3
月 31 日前在实验室网站公开。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栏中，各项统计数据均为本年度．．．由实验室人员

在本实验室完成的重大科研成果，以及通过国内外合作研究取得的重要成

果。其中： 

1.“论文与专著”栏中，成果署名须有实验室。专著指正式出版的学术

著作，不包括译著、论文集等。未正式发表的论文、专著不得统计。 

2. “奖励”栏中，取奖项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按照其排名计算系

数。系数计算方式为：1/实验室最靠前人员排名。例如：在某奖项的获奖

人员中，排名最靠前的实验室人员为第一完成人，则系数为 1；若排名最

靠前的为第二完成人，则系数为 1/2=0.5。实验室在年度内获某项奖励多次

的，系数累加计算。部委（省）级奖指部委（省）级对应国家科学技术奖

相应系列奖。一个成果若获两级奖励，填报最高级者。未正式批准的奖励

不统计。 

3.“承担任务研究经费”指本年度内实验室实际到账的研究经费、运行

补助费和设备更新费。 

4.“发明专利与成果转化”栏中，某些行业批准的具有知识产权意义的

国家级证书（如：新医药、新农药、新软件证书等）视同发明专利填报。

国内外同内容专利不得重复统计。 

5.“标准与规范”指参与制定国家标准、行业/地方标准的数量。 

三、“研究队伍建设”栏中： 

1.除特别说明统计年度数据外，均统计相关类型人员总数。固定人员

指高等学校聘用的聘期 2 年以上的全职人员；流动人员指访问学者、博士

后研究人员等。 

2.“40 岁以下”是指截至当年年底，不超过 40 周岁。 

3.“科技人才”和“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栏，只统计固定人员．．．．。 

4.“国际学术机构任职”指在国际学术组织和学术刊物任职情况。 

四、“开放与运行管理”栏中： 

1.“承办学术会议”包括国际学术会议和国内学术会议。其中，国内学

术会议是指由主管部门或全国性一级学会批准的学术会议。 

2.“国际合作项目”包括实验室承担的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外专

局等部门主管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参与的国际重大科技合作计划/工程

（如：ITER、CERN 等）项目研究，以及双方单位之间正式签订协议书的

国际合作项目。



 

 

 

一、简表 

实验室名称 绿色化学介质与反应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河南师范大学) 

研究方向 
(据实增删) 

研究方向 1 绿色介质化学 

研究方向 2 绿色催化材料 

研究方向 3 绿色有机合成 

实验室 
主任 

姓名 王键吉 研究方向 绿色介质化学 

出生日期 1955.04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09.12 

实验室 
副主任 

姓名 杨  林 研究方向 绿色催化材料 

出生日期 1955.01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09.12 

姓名 张贵生 研究方向 绿色有机合成 

出生日期 1965.01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09.12 

学术 
委员会

主任 

姓名 何鸣元 研究方向 催化化学 

出生日期 1940.02 职称 
教授 
院士 

任职时间 2009.12 

研究水平

与贡献 

论文与专著 

发表论文 SCI 110 篇 EI 篇

科技专著 国内出版 部 国外出版 1 部

奖励 

国家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 项 二等奖 项

国家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 项 二等奖 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一等奖 项 二等奖 项

省、部级科技奖励 一等奖 项 二等奖 项

项目到账 
总经费 

1387 万元 纵向经费 1253 万元 横向经费 134 万元

发明专利与 
成果转化 

发明专利 申请数 136 项 授权数 46 项

成果转化 转化数 1 项 转化总经费 237 万元

标准与规范 国家标准 项 行业/地方标准 项



 

 

 

研究队伍

建设 

科技人才 

实验室固定人员 52 人 实验室流动人员 14 人

院士 人 千人计划 
长期人

短期人

长江学者 
特聘  人
讲座  人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2 人

青年长江 人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1 人

青年千人计划 人
其他国家、省部级 

人才计划 
18 人

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群体 个 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 个

国际学术 
机构任职 

(据实增删) 

姓名 任职机构或组织 职务 

王键吉 Green Energy & Environment 副主编 

王键吉 J. Chem. Theromydn. 编委 

王键吉 英国皇家学会 Fellow 

杨  林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Electrochemical Energy Science 
理事 

李兴伟 英国皇家学会 Fellow 

陈忠伟 加拿大工程院 院士 

访问学者 国内 6 人 国外 3 人

博士后 本年度进站博士后 5 人 本年度出站博士后 4 人

学科发展

与人才培

养 

依托学科 
(据实增删) 

学科 1 化学 学科 2  

研究生培养 在读博士生 26 人 在读硕士生 218 人

承担本科课程 1600 学时 承担研究生课程 1300 学时

大专院校教材 部  

开放与 

运行管理 

承办学术会议 国际 次
国内 

(含港澳台)
1 次

年度新增国际合作项目 项

实验室面积 4500 M2 实验室网址 http://www.htu.cn/gc/main.htm 

主管部门年度经费投入 30 万元 依托单位年度经费投入 10 万元



 

 

 

二、研究水平与贡献 
1、主要研究成果与贡献 

结合研究方向，简要概述本年度实验室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与进展，包括论文和专

著、标准和规范、发明专利、仪器研发方法创新、政策咨询、基础性工作等。总结实验

室对国家战略需求、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行业产业科技创新的贡献，以及产生的社会影

响和效益。 

实验室根据国家和河南省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紧紧围绕绿色化学介质与反

应中的关键科学问题，立足绿色化学的发展前沿，在已有的优势领域继续开展具

有高水平、创新性的基础研究和技术开发工作，2017 年度取得了重要进展。 

绿色介质化学：本年度该方向主要围绕二氧化碳的捕集与转化等领域开展工

作。基于预组织与协同作用的理念，设计、合成了一类具有预组织结构的酰亚胺

类阴离子功能化离子液体，通过位点的协同作用，可以高效可逆捕集低浓度二氧

化碳，获得高达 22%的重量捕集量，而且在碳捕集过程中体系的粘度明显降低。

这一成果是碳捕集领域的又一重要进展，为进一步研究活性位点与 CO2 之间的

相互作用提供了新的思路，为设计开发适用于低浓度 CO2 高效可逆捕集分离的

新材料、新方法提供了新的启示。以功能化离子液体溴化 1-胺丙基-3-甲基咪唑

为 CO2 的吸收剂和光电还原体系的电解质，以三氧化钨/钒酸铋复合薄膜为光阳

极、银片为电阴极，通过光电化学还原方法成功地将 CO2 高效转化为甲酸。在

外加电压为 1.7 V 时产物甲酸的法拉第效率达到 94.1%，电能到化学能的转化效

率达到 86.2%。电化学表征和密度泛函理论计算等结果表明，电极表面离子液体

与 CO2 之间较强的相互作用对 CO2 活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该研究集绿色溶剂离

子液体对 CO2 的捕集和转化于一体，利用室温气体 CO2 光电化学还原制取高附

加值的能源化学品，为减少 CO2 排放和闭合碳循环，为实现 CO2 的高效转化和

利用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上述工作在线发表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韩布兴

院士在《物理化学学报》上撰文对这些工作进行了“亮点评价”。 

绿色催化材料：本年度该方向主要围绕主要围绕锌空电池电极双功能催化剂

的设计合成及性能开展了系列研究。通过原位配位过程可控合成 Mg 取代的

(Mg,Co)3O4双层空壳多孔结构，具有优异的氧还原和氧析出双功能催化活性。分

层多孔空壳结构优化了催化活性位点的可用性并拓宽了氧气的扩散通道，同时，

Mg 取代大大增加了导电性，并实现了特定晶格碱度的新颖见解。Mg 取代通过

诱导作用可以有效促进羟基从附近催化位点脱离而对氧电催化起积极影响，对于



 

 

 

增加多壳材料的催化位点可接近性和内在活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封装

在 N 掺杂石墨化碳壳中的(Mg,Co)3O4 空壳多孔结构具有优异的双功能氧电催化

活性，用作锌空气电池中的空气极时，在大气中实现了低充放电间隙和 200 多小

时的长期可循环性。 

绿色有机合成：本年度该方向主要围绕手性非环和碳环核苷的不对称合成、

高价碘试剂以及过渡金属促进的多步串联反应开展研究。通过嘧啶与烯丙基碳酸

酯的不对称烯丙基化反应，合成侧链 1ʹ-位连接乙烯基和烷基/芳基的手性嘧啶非

环核苷类化合物。通过 α-嘌呤取代的丙烯酸酯与 α-溴代酸酯的不对称环丙烷化

反应，合成含季碳中心的手性环丙基嘌呤核苷类化合物。发展了高价碘试剂促进

的芳基 C-H 氧化/C(sp2)-N 键形成反应构建具有生物活性的并环类和螺环类含氮

化合物的新方法，避免了金属催化剂和配体的使用。研究了 Rh(III)催化下芳基吲

哚与 α-羰基重氮类化合物发生惰性 C(sp2)-H 键卡宾插入、分子内缩合和芳构化

等多步串联反应，该类反应高效且选择性地生成带有不同官能团的多取代苯并[a]

咔唑类化合物，具有原料简单、产物收率高和原子经济性好等优点。 

2017 年度，实验室成员新增国家级项目 16 项，新增直接经费 1100 余万元；

在 Angew. Chem. Int. Ed., Green Chem., Chem. Commun.等期刊发表 SCI 论文 110

篇，被 SCI 论文引用 2500 余次。 

实验室在积极开展基础研究的同时，着力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研发的一种

高纯度曲可芦丁的制备方法转让给天方药业有限公司，合同金额 237 万元。2017

年度共申请发明专利 136 项，获授权发明专利 46 项。 

 
2、承担科研任务 

概述实验室本年度科研任务总体情况。 

 

实验室紧盯国际绿色化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注重学科交叉与特色方向建设，

积极承担国家、地方政府和企业科研任务，强化实验室基础研究成果产出和对经

济社会服务贡献的能力。2017 年度，实验室成员在研科研项目 90 余项，新增国

家级项目 16 项，新增直接经费 1100 余万元。 

 



 

 

 

请选择本年度内主要重点任务填写以下信息： 
序

号 
项目/课题名称 编号 负责人 起止时间

经费 
-万元 

类别 

1.  
新型离子液体杂化材料

的微纳结构、性能调控及

分离新过程 
U1704251 王键吉 2018-2021 22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项目

2.  生化分析与生物成像 21722501 仉  华 2018-2020 13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优秀青年

基金 

3.  
混合绿色溶剂复杂体系

化学热力学与分子间相

互作用研究* 
21733011 王键吉 2018-2022 9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项目

4.  
复杂流体中分子聚集行

为与微观结构研究* 
2017YFA040

3101 
王键吉 2017-2022 55 

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 

5.  

基于内嵌定位策略的 N-
取代芳胺邻位 C-H 键选

择性功能化的多组分反

应直接构建喹唑啉酮衍

生物的新方法 

21772033 张晓鹏 2018-2021 64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6.  

肿瘤表面靶向矿化沉积

无机矿物层及其抗肿瘤

增殖、转移活性构效关系

研究 

21771058 郭玉明 2018-2021 65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7.  
饱和硼氮烃类似物的可

控合成和反应机理研究 
21771057 陈学年 2018-2021 65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8.  
多层亲水壳胶束的构建

及其对客体药物加载的

热力学研究 
21773059 白光月 2018-2021 65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9.  
蛋白质 ADP-核糖化稳定

结构模拟物的设计合成

及化学遗传学研究 
21778015 李凌君 2018-2021 64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10.  
基于动态动力学拆分合

成手性非环核苷 
21778014 谢明胜 2018-2021 65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11.  

咪 唑 环 取 代 的

BODIPY/BOPHY 黄色荧

光染料的合成及在白光

LED 灯的应用研究 

21772034 李晓川 2018-2021 64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12.  
温度响应型离子液体微

乳液的分子设计和结构

调控 
21773058 赵玉灵 2018-2021 65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13.  

过渡金属硫族化合物二

维晶体自组装结构的设

计、调控及其光电催化性

能研究 

51772078 武大鹏 2018-2021 6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14.  
N- 芳 基 酰 胺 类 惰 性

C(aryl)-N 键直接活化/官
能化反应研究 

21772032 张志国 2018-2021 64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15.  

硼氮化合物中的双氢键

及其诱导氢气生成反应

的影响因素及一般规律

研究 

21371051 陈学年 2014-2017 76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16.  
蒽醌并三（咪）唑核苷类

似物的设计、合成及生物

活性研究 
21372065 张贵生 2014-2017 8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17.  
过渡金属催化的[3+2]环
加成构筑杂糖核苷及异

核苷类化合物 
21372066 渠桂荣 2014-2017 8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18.  
氢键功能化离子液体的

物理化学性质及其对某

些反应的双/多功能作用 
21373079 朱安莲 2014-2017 85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19.  
具有抗病毒活性的手性

非环核苷类药物的新合

成策略研究 

2014CB5607
13 

郭海明 2015-2017 70 973 前期专项

20.  
基于生物质的多孔微纳

碳基材料的合成及其氧

还原性能研究 
21471048 高书燕 2015-2018 9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21.  
基于 9-联烯嘌呤构建环

状大小不同的手性碳环

核苷 
21472037 郭海明 2015-2018 9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22.  
三个组分均由离子液体

组成的微乳液体系的结

构、性质和应用 
21473050 裴渊超 2015-2018 85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23.  

新型硼氮空间受阻路易

斯酸碱对的合成及其在

催化还原二氧化碳中的

应用 

21571052 张  絜 2016-2019 6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24.  
细胞调控仿生合成矿化

细胞的机制及其结构-性
能相关性 

21571053 杨  林 2016-2019 7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25.  
含氮稠杂环及其衍生的

碱基扩展核苷的合成、生

物活性和荧光性能研究 
21572047 范学森 2016-2019 65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26.  
基于新型氧化偶联反应

合成氮杂环化合物的研

究 
21573057 刘建明 2016-2019 66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27.  
新型离子液体功能化石

墨烯复合材料的制备及

其电化学性能研究 
21573058 卓克垒 2016-2019 66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28.  
超小金属纳米粒子溶液

中配体间的动态平衡及

相互作用的研究 
21573059 张虎成 2016-2019 66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29.  
离子液体与 5-羟基糠醛

衍生物的相互作用及其

分离研究 
21573060 王慧勇 2016-2019 66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30.  
咪唑类离子液体中 N-杂
环卡宾的原位生成及其

对二氧化碳吸收的调控 
21573061 赵  扬 2016-2019 66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31.  
新型非环核苷的设计、合

成、药理活性及构效关系

研究 
U1604283 郭海明 2017-2020 225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项目

32.  
2’,3’-环乌苷腺苷酸类似

物的设计、合成与构效关

系研究 
U1604285 张贵生 2017-2020 215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项目

33.  
光响应离子液体的溶剂

化及其相转移研究 
21673068 王键吉 2017-2020 65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34.  
基于烯烃的[2+2]环加成

反应合成四元碳环核苷

类化合物 
21672055 渠桂荣 2017-2020 65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35.  

基于π－π共轭作用的

富勒烯复合材料构建隔

膜防护层及其对锂负极

枝晶的抑制机理研究 

51672071 李  苞 2017-2020 6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36.  

废旧磷酸铁锂及其原位

复合材料直接在碱性二

次电池中循环再利用的

应用基础研究 

51674105 
上官恩

波 
2017-2020 60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注：请依次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973”计划（973）、“863”计划（863）、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重点和重大、创新研究群体计划、杰出青年基金、重大科研计划）、国家科技
（攻关）、国防重大、国际合作、省部重大科技计划、重大横向合作等为序填写，并在类别
栏中注明。只统计项目/课题负责人是实验室人员的任务信息。只填写所牵头负责的项目或
课题。若该项目或课题为某项目的子课题或子任务，请在名称后加*号标注。 

 
 
三、研究队伍建设 

1、各研究方向及研究队伍 

研究方向 学术带头人 主要骨干 

1．绿色介质化学 王键吉 卓克垒 王慧勇 赵玉灵 

2．绿色催化材料 杨  林 陈忠伟 刘建明 白正宇 

3．绿色有机合成 张贵生 丁清杰 李兴伟 范学森  

 
2.本年度固定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1.  王键吉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62 2009 年至今 

2.  杨  林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63 2009 年至今 

3.  张贵生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3 2009 年至今 

4.  李兴伟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7 2014 年至今 

5.  陈忠伟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3 2017 年至今 

6.  刘志敏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51 2017 年至今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7.  卓克垒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6 2009 年至今 

8.  白光月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55 2011 年至今 

9.  张虎成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6 2009 年至今 

10.  渠桂荣 研究人员 女 学士 教授 68 2009 年至今 

11.  丁清杰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5 2014 年至今 

12.  李  伟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5 2009 年至今 

13.  郭海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3 2009 年至今 

14.  范学森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7 2009 年至今 

15.  张新迎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48 2009 年至今 

16.  陈学年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5 2013 年至今 

17.  高书燕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45 2009 年至今 

18.  张  絜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55 2013 年至今 

19.  汤清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7 2009 年至今 

20.  赵  扬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教授 42 2009 年至今 

21.  轩小朋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教授 45 2009 年至今 

22.  裴渊超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9 2009 年至今 

23.  朱安莲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8 2009 年至今 

24.  王慧勇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7 2010 年至今 

25.  王公轲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9 2011 年至今 

26.  高志永 研究人员 男 硕士 副教授 41 2011 年至今 

27.  郭玉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2 2009 年至今 

28.  马晓明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1 2009 年至今 

29.  刘建明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5 2011 年至今 

30.  白正宇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8 2010 年至今 

31.  刘玉民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1 2009 年至今 

32.  李  苞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0 2010 年至今 

33.  李新娟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1 2010 年至今 

34.  张志国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0 2010 年至今 

35.  徐桂清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5 2009 年至今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36.  李晓川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4 2009 年至今 

37.  李凌君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8 2009 年至今 

38.  郭胜海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7 2010 年至今 

39.  姜玉钦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7 2010 年至今 

40.  崔国凯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3 2013 年至今 

41.  赵玉灵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2 2013 年至今 

42.  武大鹏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6 2013 年至今 

43.  上官恩波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8 2013 年至今 

44.  刘统信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6 2013 年至今 

45.  谢明胜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1 2014 年至今 

46.  陈玉娟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讲师 38 2013 年至今 

47.  李书军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34 2013 年至今 

48.  张  倩 研究人员 女 博士 讲师 37 2009 年至今 

49.  常  毅 研究人员 男 博士 讲师 34 2016 年至今 

50.  毕晶晶 技术人员 女 博士 讲师 31 2017 年至今 

51.  陈得军 技术人员 男 硕士 高级实验师 40 2009 年至今 

52.  李志勇 管理人员 男 硕士 讲师 32 2010 年至今 

 

3、本年度流动人员情况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年龄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在实验室工作期限

1.  李  英 博士后 男 38 讲师 中国 河南科技学院 2013.11 至今 

2.  刘  露 博士后 女 39 讲师 中国 河南科技学院 2016.03 至今 

3.  侯树森 博士后 男 38 讲师 中国 新乡学院 2016.12 至今 

4.  白国梁 博士后 男 36 工程师 中国 金龙集团 2014.3 至今 

5.  姚开胜 博士后 男 37 副教授 中国 河南科技大学 2014.3 至今 

6.  王九霞 博士后 女 31 讲师 中国 河南科技学院 2015.1 至今 

7.  周凌云 博士后 女 35 讲师 中国 河南科技学院 2015.1 至今 

8.  赵  旭 博士后 女 39 讲师 中国 新乡学院 2016.1 至今 

9.  王玉洁 访问学者 男 52 教授 中国 河南科技学院 2017.1-2017.12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年龄 职称 国别 工作单位 在实验室工作期限

10.  冯  东 访问学者 男 32 化验师 中国 新乡市人民医院 2016.1-2016.8 

11.  张亚娟 访问学者 女 29 工程师 中国 开封市环保局 2016.3-2016.7 

12.  杜锦格 访问学者 女 32 助教 中国 三全学院 2016.1-2016.6 

13.  刘欣欣 其他 女 30 讲师 中国 新乡市中心医院 2017.7-2016.11 

14.  路志伟 其他 男 29 工程师 中国 三全学院 2017.7-2017.10 

注：（1）流动人员包括“博士后研究人员、访问学者、其他”三种类型，请按照以上三

种类型进行人员排序。（2）在“实验室工作期限”在实验室工作的协议起止时间。 
 
 

四、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 
1、学科发展 

简述实验室所依托学科的年度发展情况，包括科学研究对学科建设的支撑作

用，以及推动学科交叉与新兴学科建设的情况。 

实验室依托于河南师范大学化学学科。该学科是河南省优势学科（A 类）、

河南省一级重点学科、河南省重点支持建设的 8 个国家重点学科培育学科中唯一

的化学学科、国际 ESI 化学学科排名前 1%的学科。拥有化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

授予权,设有化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该学科还拥有国家一类特色专业、国家级

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实验基地，建有国家级化学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依托该学科设有动力电源及关键材料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绿色

介质与反应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等 10 个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协同创新中心。学

科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绿色介质化学、绿色有机合成与反应、绿色能源材料化学、

新药研究与绿色技术、环境与生物分析化学。 

本年度，实验室科研水平的明显提升，为化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

贡献。同时，实验室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化学学科与制药、材料等相关学科的交

叉融合，带动了学校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的发展。以实验室为主要支撑，学科以

第一名的成绩通过河南省优势学科中期检查；在 2017 年度自然指数排名中，化

学学科位列全国高校第 61 位，在全球高校排名第 325 位；在最近一轮的学科评

估中，获得 B 的成绩。在平台建设方面，依托于本实验室，与加拿大滑铁卢大

学、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等国外重点大学和知名科研单位联合申报的“绿色化学

与电源材料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入选 2017 年度“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

立项建设了河南省有机功能分子与药物创新重点实验。 

 



 

 

 

2、科教融合推动教学发展 

简要介绍实验室人员承担依托单位教学任务情况，主要包括开设主讲课程、

编写教材、教改项目、教学成果等，以及将本领域前沿研究情况、实验室科研成

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的情况。 

实验室成员承担了依托学院本科生、研究生的专业理论课、实验课的教学任

务，教授、博士生导师坚持一线教学，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了《无机化学》、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结构化学》、《化工原理》、《药物化学》、《绿色化学

与技术》、《化学热力学》、《现代有机合成》、《催化化学》、《分子模拟方法》、《绿

色化学新进展》、《计算化学》等主要课程。 

实验室成员积极参与教学改革与质量工程建设。开设有《物理化学》、《有机

化学》、《波谱分析》等河南省高等学校精品资源共享课，《物理化学》、《金属有

机化学》、《有机合成化学》等河南省高等学校双语教学示范课程。 

实验室面向和鼓励本科生以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为载体，开放使用实验

室资源。2017 年，实验室成员指导 33 项各类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其中国

家级项目 6 项，有 180 余名同学在实验室得到了科研技能和科研素养训练。 

 

3、人才培养 
（1）人才培养总体情况 

简述实验室人才培养的代表性举措和效果，包括跨学科、跨院系的人才交流

和培养，与国内、国际科研机构或企业联合培养创新人才等。 
 
实验室人才培养的思路是通过加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人才队伍建设，全

面提升实验室的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社会服务能力，增强实验室的综合竞争力

和国际影响力。通过制定实施《研究生创新基金管理办法》、《研究生联合培养基

金实施办法》、《研究生创新基金管理办法》、《研究生联合培养基金实施办法》、

《校外合作导师聘任管理办法》、《优秀学位论文培育基金实施细则》等政策，着

力构建以市场需求和个性发展为导向的人才培养体系，全面提高实验室的人才培

养质量。通过建立完善的研究生资助体系，保证研究生可全身心的投入科学研究

和学习当中。 

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实验室营造了良好的科研氛围，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效：2017 年度，实验室依托相关学科共招收全日制研究生 83 人，其中



 

 

 

博士研究生 11 人；授予博士学位 6 人，硕士学位 81 人。4 篇学位论文入选河南

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以研究生为主要完成人的科研成果在 Angew. Chem. Int. 

Ed., Chem. Commun.等期刊的发文数量在逐年增加。 

此外，在青年人才培养方面，2017 年度，实验室仉华博士获得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支持，1 人次入选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1 人次入选河

南省杰出人才支持计划、1 人次入选河南省杰出青年支持计划，1 个团队入选河

南省高校科技创新团队，2 人入选 2017 年度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

 
（2）研究生代表性成果（列举不超过 3 项） 

简述研究生在实验室平台的锻炼中，取得的代表性科研成果，包括高水平论

文发表、国际学术会议大会发言、挑战杯获奖、国际竞赛获奖等。 
 

实验室大力支持研究生开展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和参加高层次的学术交流活

动，2016 年度，研究生取得的 3 项代表性成果分述如下： 

成果 1 名称：Tuning the hydrophilicity and hydrophobicity of the respective 

cation and anion: reversible phase transfer of ionic liquids, Angew. Chem. Int. Ed., 

2016, 55, 7934-7938 

作者：黄艳杰（博士生），崔国凯*，赵玉灵，李志勇，王慧勇，戴胜，王键

吉* 

简介：基于预组织与协同作用的理念，设计、合成了一类具有预组织结构的

酰亚胺类阴离子功能化离子液体，通过位点的协同作用，可以高效可逆捕集低浓

度二氧化碳，获得高达 22%的重量捕集量，而且在碳捕集过程中体系的粘度明显

降低。为进一步研究活性位点与 CO2 之间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新的思路，为设计

开发适用于低浓度 CO2 高效可逆捕集分离的新材料、新方法提供了新的启示。 

成果 2 名称：Synthesis of naphthoquinolizinones through Rh(III)-catalyzed 

double C(sp2)-H bond carbenoid insertion and annulation of 2-aryl-3-cyanopyridines 

with α-diazo carbonyl compounds. Org. Lett.,2017,19(9), 2294-2297. 

作者：张蓓蓓（硕士生），李彬（博士生），张新迎*，范学森*. 

简介：以 2-苯基-3-氰基吡啶和 α-羰基重氮类化合物为反应底物，在 Rh(III)

催化下经由双 C-H 键活化及芳构化合成了具有较大共轭体系的萘并喹嗪酮类化

合物。值得强调的是，通过选择不同的溶剂和添加剂可以对反应的化学选择性进

行调控，从而高产率地分别得到 11-氨基萘并喹嗪酮和 11-酰胺基萘并喹嗪酮类化

合物。与合成该类化合物的文献方法相比，该方法具有原料易得、选择性好、反

应步骤少、原子经济性高等优点。 



 

 

 

成果 3 名称：Silver-catalyzed carbon-phosphorus functionalization for 

polyheterocycle formation，Adv. Synth. Catal., 2017, 359, 609-615. 

作者：刘建明*，赵闪闪（硕士生），宋微微，李荣，郭新宇，卓克垒，岳园

园* 

简介：基于二苯氧膦易被氧化形成磷中心自由基的特性，使用相对价廉而高

效的醋酸银催化官能化烯烃磷化反应合成含氮稠环化合物。在该工作中，在温和

反应条件下，进行分子内环化得到含氮稠环化合物。该 AgOAc/O2 反应体系高效

简单，不需要额外的配体，为合成多种类型的杂环化合物提供新的路径。 

 
（3）研究生参加国际会议情况（列举 5 项以内） 

序号 参加会议形式 学生姓名 硕士/博士 参加会议名称及会议主办方 导师 

1.  发表会议论文 吴慧 硕士 
The 8th international and 10th 

Japan-Chian joint symposium on 
calorimetry and thermal analysis 

白光月 

注：请依次以参加会议形式为大会发言、口头报告、发表会议论文、其他为序分别填报。 
所有研究生的导师必须是实验室固定研究人员。 

 
五、开放交流与运行管理 

1、开放交流 
（1）开放课题设置情况 

简述实验室在本年度内设置开放课题概况。 

2017 年度，实验室利用现有经费资源与仪器设备优势，对外设置开放研究课题 8

项。接纳了省内外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自带课题到实验室进行客座研究。

实验室为开放课题承担人员全面开放提供仪器设备、资源数据库等资源。 

实验室注重加强对开放课题及其成果的管理，对于符合实验室成果署名规范和要

求的开放课题成果，实验室参照固定研究人员科研成果奖励办法给予奖励。 

序

号 
课题名称 

经费 
-万元

承担人 职称 承担人单位 课题起止时间

1. 
功能化离子液体的高效碳

捕集 
1 张晓春 副研究员 中科院过程所 2017.6-2018.12

2. 
离子液体高效催化木质素

C-O 键断裂 
1 任运来 副教授 河南科技大学 2017.6-2018.12

3. 
金纳米粒子与离子液体相

互作用的热力学研究 
1 李向荣 副教授 新乡医学院 2017.6-2018.12

4. 
热响应离子液体的可逆相

转移研究 
1 姚文惠 讲师 新乡学院 2017.6-2018.12

5. 
金属有机骨架化合物的合

成及其对 CO2捕集 
1 田孝鑫 讲师 新乡学院 2017.6-2018.12

6. 
硫促进吲哚杂环化合物的

高效合成 
0.5 熊  燕 讲师 南阳师范学院 2017.6-2018.12



 

 

 

7. 
木质纤维素的催化高值化

学品的基础研究 
0.5 赵  伟 讲师 南阳师范学院 2017.6-2018.12

8. 
三氟甲磺酸催化C-O键断

裂合成酯类化合物 
0.5 傅  正 讲师 新乡学院 2017.6-2018.12

注：职称一栏，请在职人员填写职称，学生填写博士/硕士。 

 
（2）主办或承办大型学术会议情况 

序号 会议名称 主办单位名称
会议

主席
召开时间 

参加 
人数 

类别

1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oron 
Chemistry 

河南师范大学 席振峰 2017,7,5-8 70 国际性

2 
第三届有机功能材料研

讨会 
华东理工大学 田禾 2017,4,6-9 80 全国性

3 
化学生物学国际前沿论

坛 
河南师范大学 张礼和 2017,4,14-16 50 全国性

注：请按全球性、地区性、双边性、全国性等类别排序，并在类别栏中注明。 
 

 

 

（3）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情况 

请列出实验室在本年度内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的概况，包括与国外研

究机构共建实验室、承担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或机构建设、参与国际重大科研计划、

在国际重要学术会议做特邀报告的情况。请按国内合作与国际合作分类填写。 
 

实验室始终坚持“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方针，注重实质性的开放交

流合作与多学科交叉、多单位合作。2017 年度，实验室先后有 30 余人次参加了

重要的国际国内学术会议，17 人次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作大会邀请报告或分会报

告。王键吉在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oron Chemistry 2017, 第四届全国

离子液体与绿色过程学术会议、第三届有机功能材料研讨会作大会报告，在

CAS-TWAS Symposium on Green Chemistry and Engineering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ES2017) 作邀请报告；陈学年在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oron Chemistry 2017，第三届有机功能材料研讨会做大会报告；白光月在 The 8th 

International and 10th Japan-Chian Joint Symposium on Calorimetry and Thermal 

Analysis 做主题报告；王慧勇、崔国凯、李志勇在第四届全国离子液体与绿色过

程学术会议做邀请报告；白正宇、仉华、李晓川、凡小山在第三届有机功能材料

研讨会作邀请报告；李凌君、仉华、龚毅君、毕晶晶、郭玉明、辛鹏洋在化学生

物学国际前沿论坛做邀请报告。2017 年度，邀请国内外同行专家 73 人次来实验

室讲学，其中外籍专家 6 人，中科院院士 13 人。 

与清华大学、中科院化学所、中科院过程所等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联合申请



 

 

 

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具有重要影响的项目。与中

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清华大学、厦门大学、兰州

大学等国内外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效合作机制。与天方药业、拓新生化等省内知名

企业联合攻关的药物绿色生产技术取得了重要进展。 

与欧洲绿色化学研究中心 QUILL、加拿大 McGill 大学绿色化学研究中心、

国际电化学能源科学院、美国 Wyoming 大学、美国 Ohio 州立大学建立的合作关

系得到进一步强化。与美国 Wyoming 大学联合建立的河南省绿色化学国际联合

实验室各项工作有序进行。 

以实验室为依托，与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美国阿贡国家实验室等国外重点大

学和知名科研单位联合申报的“绿色化学与电源材料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入选

2017 年度“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对打造高水平的学科国际合作高地，

引进和培养高端国际化人才，提升绿色化学学科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具有

重要的意义。 

 

（4）科学传播 

简述实验室本年度在科学传播方面的举措和效果。 

 

实验室充分利用现有科研平台为载体，坚持多渠道、多角度、多层次推进多

元化的科普教育。通过设置公众开放日、科普宣传讲座、大学生社会实践等方式

进行绿色化学知识宣传。例如，与校团委合作组织开展的“绿色化学”暑期社会

实践活动，通过图片展览、视频播放、资料发放等形式走进大众，普及绿色化学

知识，引导公众科学认识化学，了解绿色化学，相关活动被多家媒体关注报道。

 
2、运行管理 

（1）学术委员会成员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称 年龄 所在单位 是否外籍

1.  何鸣元 男 
教授 
院士 

78 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否 

2.  韩布兴 男 研究员 
院士 

60 中科院化学研究所 否 

3.  丁奎岭 男 研究员 
院士 

52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否 

4.  冯小明 男 教授 
院士 

54 四川大学 否 



 

 

 

5.  张锁江 男 研究员 
院士 

53 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否 

6.  郭子建 男 教授 
院士 

56 南京大学 否 

7.  邓友全 男 研究员 60 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否 

8.  李浩然 男 教授 54 浙江大学 否 

9.  贺鹤勇 男 教授 55 复旦大学 否 

10.  苏忠民 男 教授 57 东北师范大学 否 

11.  刘海超 男 教授 50 北京大学 否 

12.  王键吉 男 教授 62 河南师范大学 否 

13.  杨  林 男 教授 63 河南师范大学 否 

14.  卓克垒 男 教授 56 河南师范大学 否 

15.  张贵生 男 教授 53 河南师范大学 否 

 

 

（2）学术委员会工作情况 
请简要介绍本年度召开的学术委员会情况，包括召开时间、地点、出席人员、

缺席人员，以及会议纪要。 
 

2017 年 5 月 99 日，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会议在河南师范大学化学北楼会议室

召开。出席本次会议的委员有：何鸣元院士、韩布兴院士、丁奎岭院士、冯小明

院士、张锁江院士、邓友全研究员、郭子建教授、贺鹤勇教授、李浩然教授、苏

忠民教授刘海超教授、王键吉教授、杨林教授、卓克垒教授、张贵生教授。参会

委员应到 15 人，实到 13 人，符合实验室管理规定。参加本次会议的人员还有实

验室部分研究骨干。 

会议听取了王键吉主任做的实验室研究进展、研究成果和建设情况汇报，审

查了实验室验收申请报告，评审了本年度开放课题基金，听取了实验室代表性科

研工作汇报。 

学委会对实验室取得的研究成果给以了充分肯定。通过了张晓春等 8 位申请

人员的开放课题基金申请。 

确定实验室下一步工作努力方向为：高层次领军人才引进与培养，高水平、

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成果持续产出。 

 



 

 

 

（3）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支持情况 
简述主管部门和依托单位本年度为实验室提供实验室建设和基本运行经费、

相对集中的科研场所和仪器设备等条件保障的情况，在学科建设、人才引进、团

队建设、研究生培养指标、自主选题研究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的情况。 
 

依托单位河南师范大学全力做好实验室建设的支持工作，积极完成相应的配

套设施建设。本年度学校投入运行费用 10 万元，保障实验室的正常运转。划拨

科技厅专项经费 30 万元，主要用于完善和优化本实验室的科研条件。这些经费

纳入学校年度财政预算，确保经费足额到位。 

学校通过设置专职科研岗、特聘教授岗支持重点实验室引进人才。在研究生

招生指标、重大项目申报、硕博计划、资源配置等方面上给予了实验室较大的自

主权。 

 
 
3、仪器设备 

简述本年度实验室大型仪器设备的使用、开放共享情况，研制新设备和升级

改造旧设备等方面的情况。 

实验室建有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40 万元以上仪器设备面向全校共享开

放。本年度，论证购置了冷冻蚀刻电镜、激光拉曼光谱等 100 万元以上仪器设备

5 台，保证了实验室科研工作的顺利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