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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席：宋延林（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谢素原（厦门大学）许群（郑州大学） 

 

主题报告 1：从碳中来、到碳中去——石墨烯的高密组装和致密储能 

杨全红博士，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万人

计划”领军人才、科技部“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和天

津市有突出贡献专家。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017，排名

第二）、天津市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14，排名第一）和天

津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013，排名第二）。担任 Carbon、

Energy Storage Materials 和 Science China Materials

等 10余份国际和国内刊物编辑和编委。在 Nature Commun、Nature Chem、JACS、

Adv Mater、Energy Environ Sci、Nano Lett、Phys Rev Lett、ACS Nano、Adv 

Energy Mater、Adv Funct Mater、Nano Energy 等刊物发表 SCI论文 200余篇，

他人引用 11000余次，H因子 56。承担 973 国家重大研究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杰青、重点、面上）等国家及省部级项目 40 余项。拥有中国和国际授

权发明专利 40余项。 

报告摘要： 

石墨烯是至柔至薄的碳材料，也是碳材料的基本结构单元。石墨烯的应用探

索应该首先遵循“做碳材料做不好”和“做碳材料做不了”的原则。报告浅析石

墨烯用于先进电池和电化学储能技术的挑战和机遇，重点剖析致密储能的重要性

以及石墨烯用于致密储能的优势。在报告中将对课题组在石墨烯高密组装和高体

积能量密度超级电容器、锂离子电池、锂硫电池、锂空气电池方面的研究进展进

行介绍并进行展望。 

 

 

 

 

 

 



主题报告2：纯钨材料PM制备的多尺度动力学仿真 

安希忠教授（博导）为东北大学 2006 年的海外引进人才，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层次。

主要研究方向：高性能颗粒材料结构设计及优化。近年来，

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一项、

国家自然基金三项、省部级项目及企业项目二十余项。共发

表 SCI论文 50余篇，EI 论文 20余篇，SCI论文分别发表于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Powder Technology”, “Europhysics 

Letters”, “Computer Physics Communications”, 

“Applied Physics A”, “AIP Advances”, “Sensors & Acutators: B. 

Chemical”, “RSC Advances”, “Nanoscale Research Letters”, 

“Nanotechnology”, “Advanced Powder Technology”, “Metallurgical 

and Materials Transactions A”, “Metallurgical and Materials 

Transactions B”, “Granular Matter”, “Particuology”, “Particula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ournal of Mining and Metallurgy Section 

B: Metallurgy”, “Diamond and Related Materials”, “Material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ese Physics Letter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nerals, Metallurgy, and Materials 等高水平期刊，单篇最高

影响因子 8.462（PRL）；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4项，其中 4项已授权。指导硕士

及博士研究生 40 余名（其中 20 余名已毕业）。多次参加国际和国内的学术会

议，并做邀请报告。学术兼职：全国材料新技术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微米

纳米技术学会理事，中国颗粒学会青年理事，辽宁颗粒学会理事，澳大利亚蒙纳

士大学兼职高级研究员，中国化工学会过程模拟及仿真专业委员会首届委员，多

个国内外期刊的编委。 

报告摘要： 

纯金属钨因其所具有的优异性能而在许多重要的工业领域得到应用，但由于

其很高的熔点，铸造及其它常规方法不能用于制备纯钨金属，这一困难可以用粉

末冶金（PM）来解决。针对目前纯钨制备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本研究采用基于分

子动力学的离散元（DEM）与基于连续体力学的有限元（FEM）相耦合的方法，分

别从微观粒子尺度及宏观连续尺度对不同尺寸钨粉的充型、成形及烧结进行多尺

度仿真，不仅研究了操作条件及粉体初始结构对 PM 各阶段粉体堆积致密化的影

响规律，还对致密化过程中粉末压坯与烧结坯的宏观及各微观性能进行了表征，

更重要地是，通过分析粉体成形及烧结过程中粒子的变形及孔隙填充行为研究了

粉体致密化的动力学及机理。研究结果对人们深入了解难熔金属粉体（如本文的

钨粉）PM 制备过程中成形及烧结致密化的行为及机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并为实

际高性能难熔金属的制备提供参照。 

 



主题报告 3：Building Close Ties between CO2 and Functional Two-Dimensional 

Nanomaterials with Green Chemistry Strategy 

许群，1971年生，河北武强人。博士，教授，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中国青年女科学家提名奖获得者，高

分子化学与物理学科博士生导师，河南省学术与技术

带头人，郑州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 

主要从事绿色化学手段构建低维材料体系，在利用绿

色化学理念围绕新型纳米结构的设计、合成与性能方

面发展了多种制备方法，并对材料在光电催化、能量

转化、能量储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多项研究成果发

表在 Angew. Chem. Int. Ed.、ACS Nano、Adv. Funct. Mater., Chem. Mater.

等重要学术期刊，多项研究成果列为全球前 1%高被引论文和 0.1%热点论文。主

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教育部归国留学人员基金、教育部新世纪创新人才基

金，河南省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河南省创新人才基金等。获河南省自然科学一等

奖、河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日本化学会亚洲青年化学家奖等。发表学术论文 200

多篇，其中 SCI 收录论文 140 余篇，授权国内发明专利 17 项，并担任英国皇家

学会、美国化学会等专业期刊审稿人。 

报告摘要： 

Two-dimensional (2D) nanomaterials represented an emerging class of 

nanomaterials that have attracted dramatically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both 

academia and industri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chemistry, 

supercritical carbon dioxide (SC CO2) with unique properties can be used as 

excellent reaction media for 2D nanomaterials preparation and processing. In 

this review, we summarize the recent state-of-art progress on the ultrathin 2D 

nanomaterials fabricated with the assistance of SC CO2, including CO2-

induced liquid exfoliation, phase engineer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orphous 

materials,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heterostructures and novel functional 

nanomaterials. Based on the potential and versatility of SC CO2 in materials 

processing and synthesis, we will also give some personal perspectives on the 

existing challenges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特邀报告 1：Printed Droplet Manipulation for Flexible Multi-analysis Electronics  

李风煜，男，郑州大学 2002年学士学位，中国科学院化学

研究所 2008 年博士学位，美国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光化学重点实验室博士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

究所副研究员，暨南大学教授。主要从事高效复杂系统分析、

聚合物光子晶体与柔性电子器件的研究。以第一作者、通讯

作者发表SCI论文四十多篇，包括 Angew. Chem. Int. Ed.， 

Adv. Mater.，等重要学术论文，14次被选为期刊的封面/

内封面文章，被引用 740 次，H-因子为 16。应邀在 3 本英

文书籍中贡献专项章节。申请中国发明专利 5 项，国际专

利 2 项，其中 2 项已获授权。2015年作为首批中国专家，

在国际印刷电子标准委员会中提交中国首个印刷电子国际标准（关于印刷边界波

浪起伏测定）。2015 年作为执笔人参与起草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中国

印刷产业技术发展路线图》。现任美国化学学会（ACS）会员，国际电工协会（IEC）

印刷电子标准委员会专家，Adv. Mater., Adv. Mater. Interf., J. Mater. 

Chem. C, Sci. Rep.,等知名学术期刊审稿人。 

报告摘要： 

Focused on the challenge of high performed interconnects either in the 

electronic transportation or in the light transmission, we demonstrated a 

feasible printed process to assemble nanomaterials and molecules, patterned 

as optimal interconnects between certain nodes on diverse substrates. This 

bottom-up strategy manipulates the droplet to form various optimal 

interconnects obeying the laws of mathematics, which avoids complex 

manufacturing devices and processes.[1] Synchronously, manipulating the 

movement of liquid TCL by a hydrophobic substrate will profile the arbitrary 

gas/liquid interface patterns with sufficiently high quality and resolution.[2] The 

accurate and meticulous manipulation of consecutive gas/liquid interface 

contributes the critical promotion on high-precision manufacture of printed 

electronics.  

We explored a feasible method of pillar–patterned template guiding 

nanoparticle self-assembly into macro or nano curves. The printable curves 

with varous tortuosity morphologies have differential resistive strain sensitivity, 

which can be integrated to multi-analysis flexible electronic microsensor.[3, 4, 

5] The facile fabrication could product the regular nanoparticle based curves in 

large area. The printable curves sensor performed sensitive and stable 

resistance response on deformations, which could run complicated facial 

expression recognition and contribute the remarkable application on skin 

micromotion manipulation auxiliary apparatuses for the paraplegia people. 

 

 



特邀报告2：铁系金属配合物及其衍生物在能源存储方面应用 

庞欢，于2011年获得南京大学博士学位，现任扬州大学的特

聘教授，是FlatChem的编辑委员会成员，也是Elsevier旗下

杂志《EnergyChem》的管理编辑。 在过去的10年中，他和

他的团队一直致力于功能纳米材料的设计和合成，尤其是

MOF材料。研究范围包括无机纳米结构的发展及其在纳米电

化学中的应用，其重点的研究项目是在能源环境方面。其论

文发表已达200多篇，包括《Chemical Society Reviews》, 

《Energy Environ. Sci.》, 《Advanced Materials》,等知名杂志，累计达5300

次被引用频率（H指数= 40）。 

报告摘要： 

近年来，清洁可持续能源转换和储存技术的发展在能源研究领域引起了广

泛关注。[1] 目前，能源存储技术主要包括电容器和电池，其中，电容器具有

较大的功率密度，但是其能量密度十分有限，而电池虽然能够实现较好的能量

密度，但其功率密度成为了制约其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素。[2] 因此，寻找下

一代具有高功率密度和能量密度的储能设备电极材料具有重要意义。 

金属配合物被认为是高性能储能设备的最佳活性材料之一，其孔隙度高、

比表面积大、结构和功能性可调等优点受到了广泛关注。[3,4] 同时，金属配

合物的原料成本较低，如铁系金属（Fe，Co，Ni）金属盐作为原料在全球分布

广泛，储量丰富。此外，铁系金属（Fe，Co，Ni）的价电子结构均为3d6-

84s2，因此它们具有类似的化学性质。在这项工作中，我们主要概述了铁系金

属配合物及其衍生物的合成，重点是其在储能装置中的应用。最后，我们对铁

系金属配合物及其衍生物纳米材料在超级电容器和电池应用中面临的主要挑战

和机遇提出了观点。 

 

 

 

 

 

 



特邀报告 3：合理设计碳限域催化剂实现高效多功能催化和机制研究 

张佳楠，女，1981年 10月出生，系郑州大学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

（2017年），河南省科技创新人才 (2018)。2010年在吉

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师从于吉红院士和徐如人院士。

2008-2009年期间在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访学。目前主

要研究方向：纳米空间尺度内新型能源材料的研发。以

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 Adv. Mater., 

ACS Nano, Adv. Funct. Mater., Small, 等共发表学术论文 30余篇。获得授

权国家专利 5 项。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 项，横向项目 1 项。2017 年获

河南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第二）。 

报告摘要： 

随着纳米颗粒尺寸减小，表面暴露的原子数目增加，表面的原子结构，电子

结构和表面缺陷亦会发生改变。具有高导电性和稳定性的氮掺杂碳（NxCx）材料，

则是单原子电催化剂载体的理想之选。然而，金属-氮-碳（M-N-C）单原子电催

化剂的电化学性能往往受到原子密度低和金属负载量低的限制，因此，如何提高

原子活性位点催化效率，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此类问题，申请人主要做

了如下工作：（1）构筑非晶碳多元化结构；（2）非晶碳锚单原子催化剂的设计。

研究过程中，利用原子级 HAADF-STEM，X 射线吸收近边结构（XANES）光谱和广

延 X 射线吸收精细结构（EXAFS）证明并分析出材料中 B，P 掺杂的 Co-N-C 原子

级分散活性位点。材料在 ORR，OER，液态和固态锌空电池方面展现明显优势。密

度泛函理论计算探讨了 B，P杂原子修饰的单原子催化剂的反应机理。 

 

 

 

 

 

 

 

 



特邀报告 4：Coordinating self-assembly: opportunities for materials with 

controlled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阎云，副教授，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2003 年获北京大学

理学博士学位，2004-2005 年在德国拜罗伊特大学从事博士

后研究、2005-2008 在荷兰瓦格宁根大学从事欧盟玛丽˖居

里博士后研究。2008 年 6 月加入北京大学化学学院，从事

分子自组装研究。2009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2012 年获北京大学教学基本功竞赛一等奖第一名，

2013 年获中国化学会全国胶体与界面化学青年教师奖，

2014 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资助，北京大

学教学优秀奖，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博士生导师，2017 年

入选北京大学“博雅青年学者”，2018 年起担任美国化学会 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顾问编委。 

报告摘要： 

Molecular self-assembly has emerged as a powerful approach to construct 

functional and smart materials that are responsive toward external stimuli, yet 

precise control over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self-assembled materials 

remains challenging .  We intend to build coordinating self-assembly in which 

the molecular conformation can be precisely obtained using quantum chemistry 

calculation. By designing molecules with a coordinating head and chromophore 

group tethered by a spacer chain, coordination triggered twisting of the 

molecule will impact the packing of the chromophore groups at the chain end. 

This chang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hromophores, such that they emit 

light of different colors. By doping energy acceptor into the coordinating self-

assembly, the light-harvesting behavior can be modified by coordinating with 

different metal ions. Another advantage of coordinating self-assembly is the 

controllable coordination mode between the metal ions and ditopic coordinating 

amphiphile. Since the coordinating interaction highly depends on the dynamics 

between the ligand and metal ions, inter or intra, molecular coordination, and 

complete or incomplete coordinating may occur upon varying concentration and 

temperature. Therefore, by changing temperature and concentration, we are 

able to change the self-assembled structure and their function.   Finally, we 

show that coordinating self-assembly allows introducing important metal ions 

with medical functions into molecular self-assembly. For instance, when the 

tethering linker is made into ethylene oxide groups, lithium ions can be 

coordinated to the nano aggregates, which functioned as lithium nanocarriers 

for the therapy of a series dipolar disease. In a different mode of gadolinium 

coordination, gadolinium ions are coordinated to a vesicular nanocarrier, which 

endows the vesicles with MRI imaging ability. We expect that the strategy of 

coordinating self-assembly may open a vista for post organic modification of 

the self-assembled materials. 



特邀报告 5：卟啉可控自组装及其应用 

白锋，教授，博士生导师，200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现任河

南大学特种功能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国家优秀青

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河南省特殊津贴专家、第 18 届五四青

年奖章、河南省科技创新杰出人才等荣誉称号。主持国家自

然基金 4项。主要从事自组装纳米材料及其应用等方面的研

究。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影响因子 10.0 以上论文 11

篇，他引 1000余次，H-index 23。授权专利 13 项，其中美

国专利 3项。 

报告摘要： 

自组装是超分子科学最关键的问题之一，是组装基元通过分子间的相互作用

自发地形成有序结构的过程，是创造新物质和产生新功能的重要手段。通过设计

调控组装基元间弱键相互作用实现对组装体结构、形貌、维数和尺寸的可控调控，

获得具有特定功能的自组装体是自组装领域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围绕这个科学问

题，我们开发了酸碱中和/胶束限域和微乳辅助/介相转移两种针对不同卟啉超分

子可控自组装方法，实现了对卟啉功能纳米组装体尺寸、形状、结构、组成和排

列的人为控制，解决了卟啉超分子自组装中可控性及规模化生产的问题。卟啉组

装体很好的继承了卟啉单分子的光学特性，同时由于分子堆积方式不同又赋予组

装体不同于单分子的特性。通过控制分子堆积方式控制组装体吸收可见光后产生

的不同活性成分，获得不同用途的卟啉组装材料，实现了结构构筑与功能组装相

统一。并将其用于可见光光降解有机污染物、光解水制氢、光动力、光热治疗，

体现出很好的增强效果和结构依赖性。 

 

 

 

 

 

 

 

 



特邀报告 6：微纳结构逆向设计理论与应用 

邓永波，副研究员，2012 年于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

物理研究所获得博士学位，2012 至今工作于应用光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2018年获得德国“洪堡资深学者”；2016—2017

年获得两年度的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大学（KIT）的 Guest 

Professor Fellowship；中国微纳技术学会高级会员、中科

院青促会会员；光学、计算物理学、微流体领域 16个国际 

SCI 杂志的审稿人；长期致力于 MEMS、微流控芯片、纳米

光学等领域微纳结构逆向设计理论及应用方面的研究工作；于 Springer 出版第

一作者全球首部流体力学拓扑优化理论英文专著；已发表论文约 50 余篇，其中

SCI论文 30篇，论文被引 358次，H因子 10，i10 因子 13；申请发明专利 18项，

已获授权 9项。 

报告摘要： 

微纳结构的设计是微流控芯片、纳米光学等领域的关键技术之一。随着现代

计算机、数值模拟技术和制造技术的发展，从 20世纪 80年代末期开始，结构逆

向设计方法在弹性力学、流体力学、热力学、电磁学等领域得到了普遍发展和应

用。针对微纳尺度效应和微纳加工工艺约束导致的微纳结构设计难题，鉴于结构

拓扑优化方法在鲁棒性、最优性等方面的优势，报告人在基于拓扑优化的结构逆

向设计理论及其在微流控芯片、微纳光学领域的应用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

本报告将在报告人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系统的介绍基于拓扑优化的微纳结构逆向

设计方法，及其在综合考虑功能性、工艺性和集成性的微纳结构（CD-like微流

控芯片、超透镜、光天线、表面等离子体调控、电磁隐身、光子晶体等）逆向设

计中的应用。 

 

 

 

 

 

 

 

 

 



特邀报告 7：Removal of U (VI) from Acidic and Neutral Aqueous Medium by 

Bare and Polymer Coated Iron Oxide Superparamagnetic Nanoparticles 

晏敏皓，男，1979 年生。法国公立曼恩大学（勒芒大学）、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凝聚态物理”实验室法国国家博士学位

（2005 - 2008年），法国丹尼•狄德罗大学（巴黎 7大）、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复杂系统与材料”实验室博士后（2008 

- 2010 年），法国“纳米科学基金委”、法国原子能研究所

“低温与纳米技术”实验室“经理级”研究员（2010 - 2013

年），现为西南科技大学“四川省非金属复合与功能材料重

点实验室——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地”全职研究

员（2013年至今），并主要负责该实验室“国际科研与合作

中心”的建设。入选四川省海外高层次人才“百人计划”，中国科技城绵阳市“军

民融合高层次创新人才”。现任美国化学学会（ACS）会员，中国微纳米技术学会

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核学会锕系物理与化学分会理事。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Soft Matter 等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审稿人。在 ACS 

Nano，ACS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Macromolecules，Soft Matter

以及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等国际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 SCI论文三十余篇，

他引近 1000 次。曾受邀参加国际著名学术会议并作相关成果的大会及分会报告

二十余次。主持项目 11项。 

报告摘要： 

Superparamagnetic γ-Fe2O3 nanoparticles (5 nm diameter) were synthesized 

in water. The bare particles exhibit good colloidal stability at ~ pH 2 because of 

the strong electrostatic repulsion with a surface charge of +25 mv. The 

polyacrylic acid (PAA)-coated particles exhibit remarkable colloidal stability at ~ 

pH 7 with abundant free carboxyl groups as reactive sites for subsequent 

functionalization. In this work, we used zeta potential analysis, 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small angle X-ray scattering, and ICP-MS to investigate 

the absorption behavior of U (VI) on bare and coated colloidal 

superparamagnetic nanoparticles at pH 2 and pH 7. At pH 2, uranyl ion (UO2
2+) 

absorbed on the surface of the bare particles with decreasing particle surface 

charge. This induced particle agglomeration. At pH 7, uranyl ion (UO2
2+) 

hydrolyzed and formed plate-like particles of uranium hydroxide that were ~ 50 

nm in diameter. The PAA-coated iron oxide nanoparticles absorbed on the 

surface of these U (VI) hydroxide plates to form large aggregates that 

precipitate to the bottom of the dispersion. At both pH 2 and pH 7, the resulting 

U (VI)/nanoparticle complex can be easily collected and extracted from the 

aqueous environment via an external magnetic field.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bare and polymer-coated superparamagnetic γ-Fe2O3 nanoparticles are 

potential absorbents for removing U (VI) from water. 

 



特邀报告 8：基于壁虎刚毛的自清洁仿生表面设计 

徐泉副研究员, 现在就职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新能源

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入选北京市科技新星。本科毕业于

山东大学，博士毕业于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师从夏振海

教授，长期从事生物仿生可控黏附功能表面的织构设计，

可控黏附机理及应用研究。近 5年在 Nat. Commun.等杂

志发表论文 40余篇，总引用 1200余次。 

 

报告摘要： 

壁虎刚毛因为其表面具有多级复杂结构，具有强黏附，易脱附与干型自清洁

性质吸引科学家关注。基于壁虎脚掌多级刚毛结构的仿壁虎干黏附表面设计，已

在爬墙机器人，夹持器，宇航员手套及医疗手术刀等领域展现出价值。然而现有

机械夹持器对微颗粒操控难以突破颗粒尺寸限制，且仿生表面在服役过程中极易

产生局部断裂，变形导致黏附失效，严重影响使用寿命，限制了其大规模应用。

本报告从壁虎刚毛与贝壳砖泥复合微纳结构设计取得灵感，设计制备出具有抗划

痕与干型自清洁性质的仿生表面，其杨氏模量可达到 129Mpa，并可在 5 步内实

现 59%的自清洁性质，为未来干型自清洁仿生表面设计提供新的实验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