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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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材料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新疆大学） 

研究方向 

(据实增删) 

研究方向 1 煤基炭材料 

研究方向 2 光功能材料 

研究方向 3 化学电源材料 

实验室 

主任 

姓名 贾殿赠 研究方向 纳米材料 

出生日期 1962.3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0 

实验室 

副主任 

(据实增删) 

姓名 刘浪 研究方向 光电功能材料 

出生日期 1973.9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0 

学术 

委员会主

任 

姓名 邱介山 研究方向 功能炭素材料 

出生日期 1964.5 职称 教授 任职时间 2010 

研究水平

与贡献 

论文与专著 

发表论文 SCI 25 篇 EI 5 篇 

科技专著 国内出版 部 国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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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3.2 万元 纵向经费 489.2 万元 横向经费 164 万元 

发明专利与 

成果转化 

发明专利 申请数 9 项 授权数 3 项 

成果转化 转化数 项 转化总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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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人  实验室流动人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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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青年长江 人 国家优秀青年基金 人  

青年千人计划 1 人 
其他国家、省部级 

人才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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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学者 国内 人 国外 人 

博士后 本年度进站博士后 1 人 本年度出站博士后 1 人 

学科发展

与人才培

养 

依托学科 

(据实增删) 
学科 1 物理化学 学科 2 无机化学 学科 3 材料化学 

研究生培养 在读博士生 11 人 在读硕士生 66 人 

承担本科课程 2740 学时 承担研究生课程 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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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年度新增国际合作项目 项 

实验室面积  2765.29 M
2
 实验室网址 http://erj2.xju.edu.cn/yhs_zdsys/index.html 

主管部门年度经费投入 36.4 万元 依托单位年度经费投入 3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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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围绕煤基炭材料、光功能材料和化学电源材料三个方向开展了系列研

究工作。采用 SiO2纳米球为模板，制备中空碳球，该材料表现出优越的电化学性

能；合成了系列具有光致可逆变色性能的吡唑啉酮类化合物，探索其在荧光开关

领域中的应用；制备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表现出较高的容量保持率。 

一、煤基炭材料 

1. 中空炭球的制备及电化学性能 

 

图 1 样品的透射电镜照片：(a) HCS，(b) NHCS，(c) HCS-O，(d) NHCS-O 

课题组以沥青为原料，以自制的单分散 SiO2 纳米球为模板，经气相沉积除

去模板后得到了如图 1.(a)所示的中空碳球 HCS。利用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

(CTAB)和正硅酸乙酯(TEOS)对二氧化硅纳米球进行修饰，可实现对中空碳球壁

厚的调控。为了提高中空碳球的电化学性能，在碳球生长过程中，引入氮源乙腈，

经过沥青和乙腈的共同热解沉积后，得到了一种石墨化碳层包覆无序碳的中空碳

球 NHCS (如图 1.b 所示)，并利用硝酸蒸气分别对 HCS、NHCS 进行处理，得到

经表面改性的 HCS-O 和 NHCS-O。将经过表面改性的氮掺杂中空碳球作为锂离

子负极材料时，其在 500 mA/g 电流密度下循环 250 圈后比容量依然保持在 616 



 

 

mAh/g，远高于石墨 372 mAh/g 的理论容量(如图 2 所示)，表现出了优越的电化

学性能。 

 

图 2 样品 HCS、HCS-O、NHCS、NHCS-O 在 500 mA g-1 电流密度下的 

充放电循环曲线 

2. 煤基碳纤维的制备及性能 

将聚乙烯醇（PVA）和酸处理煤的水溶液作为前躯体纺丝液，通过静电纺丝

技术制备了 PVA/酸处理煤纤维毡。纤维毡经预氧化和碳化得柔性煤基多孔碳纤

维。改变 PVA 与酸处理煤的比例可对煤基多孔碳纤维的内部孔道结构进行有效

调控，纤维中煤提供的碳比例最高可达 96%。通过对其进行电化学性能测试，发

现在 1 A g
-1 电流密度下，比电容最大可达 170 F g

-1，且具有优异的电化学循环稳

定性，充放电 20000 圈比电容略有提高，在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领域具有潜在应

用。另外，其丰富的孔隙结构使得煤基多孔碳纤维在吸附领域同样具有较大的应

用潜力，1 mg 碳纤维布在 12 h 内可吸附 95%的 MB 染料，吸附棉籽油可达自身

重量 76 倍。 

 

 

 

 

 

图 3 煤基多孔碳纤维的制备流程示意图 



 

 

 

 

 

 

 

 

图 4 (a) 煤基多孔碳纤维的油水分离照片，(b) 煤基多孔碳纤维吸附棉籽油的循环利用图，

插图为碳纤维直接燃烧去除油 

二、 光功能材料 

1. 含吡啶基团吡唑啉酮席夫碱类化合物的合成及光致变色性能 

通过在吡唑啉酮环 4 位引入缺电子基团吡啶环，与氨基(硫)脲进行缩合得到

一系列吡唑啉酮类化合物。利用核磁共振谱(1H NMR/13C NMR)、液相质谱和高

分辨质谱对化合物进行了结构表征，通过 XRD 谱确定了化合物在固态下是以结

晶态形式存在。采用紫外可见分光光度仪测试了变色化合物紫外可见吸收强度随

时间变化的规律，结果表明随着紫外光照时间的延长，化合物的紫外可见吸收强

度逐渐增强，化合物的颜色加深，其中 DP5Br3PyBP-MTSC 和 DP5Br3PyBP-ETSC

的颜色由紫红色变为黄色，表现出新颖的颜色变化；有 9 种化合物表现出可逆的

光致变色性能，这些化合物均在紫外光下变色，呈色体经照射后又发生了返回，

其中 DP5Br3PyBP-PTSC 返回后的吸光度为最大吸光度的 82.3%。通过对具有可

逆光致变色性能的化合物变色前后的红外光谱分析，发现变色后化合物结构中出

现 C=O 伸缩振动峰，表明有酮式结构生成，而变色前 O-H 伸缩振动峰都有不同

程度的减弱，由此表明化合物变色机理为由变色前的醇式结构转变为变色后的酮

式结构。荧光发射光谱研究表明这些化合物均体现出很高的荧光淬灭率，其中

DP5Br3PyBP-PTSC 变色前后的荧光淬灭率达到 97.6%，变色后的产物在可见光

作用下，荧光发射强度又能发生返回，这一优异的荧光调制特性有望在荧光分子



 

 

开关领域得到应用。 

总之，吡啶环的引入不仅得到了系列可逆光致变色化合物，使得变色后化合

物在可见光的作用下发生褪色反应并伴随着不同于以往化合物的颜色改变，而且

这些化合物还表现出了高荧光对比度的荧光调制特性。 

 

图 5 三种化合物在可见光照射下的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图 

(A: DP5Br3PyBP-MTSC; B: DP5Br3PyBP-ETSC; C: DP5Br3PyBP-PTSC) 

 

图 6 三种化合物在 365 nm 紫外光照射下的荧光发射光谱图 

(A: DP5Br3PyBP-MTSC; B: DP5Br3PyBP-ETSC; C: DP5Br3PyBP-PTSC) 

2. Sr2P2O7:(Eu
3+

, Eu
2+

), Cl
-发光材料的制备及发光性能研究 

课题组采用高温固相法在空气气氛中制备了蓝紫色发光材料 Sr2P2O7:(Eu
3+

, 

Eu
2+

), Cl
-，通过 XRD、FL、XPS 等手段系统研究了掺杂浓度、煅烧温度、保温

时间以及卤素掺杂对材料发光性能的影响。图 7 为所得样品的激发光谱和发射光

谱图。从图中可以看出该样品中同时存在 Eu
3+与 Eu

2+的特征发射，其激发光谱

是由波长 250~400 nm 之间的宽带吸收峰组成，主激发峰位于 334 nm 处，这是源

自于 Eu
2+离子的 4f→5d 跃迁吸收。在 334nm 激发波长下，所得样品在 415 nm



 

 

有强烈的蓝紫色发光，若以 260nm 为激发波长，在发射光谱上能明显观测到 592 

nm 和 613 nm 处 Eu
3+的 5D0-7FJ 跃迁发射。与 Eu

2+离子的发射相比，Eu
3+离子的

发射很弱，这是由于 Eu
2+离子的 4f→5d跃迁属允许跃迁，而 Eu

3+离子的 f-f 跃迁

是自旋禁阻跃迁。通过荧光光谱可以初步判断，在引入 Cl
-的条件下，在高温空

气煅烧过程中部分 Eu
3+离子被还原成了 Eu

2+离子。为了进一步证实 Eu
2+和 Eu

3+

的同时存在，对所得样品进行了 XPS 分析。由图 8 铕离子的 3d 能级 XPS 图谱

可知，在 1124 eV、1135 eV 处出现了光电子峰，分别属于 Eu
2+

-3d5/2 和 Eu
3+

-3d5/2

光电子峰。这两处光电子峰积分强度比为 15.74%：84.36%，说明 15.74%的 Eu
3+

离子被还原成 Eu
2+离子。以上研究结果表明，在橙红色的 Sr2P2O7:Eu

3+发光材料

中掺入适量的 Cl
-离子，在空气气氛中可以促使部分 Eu

3+还原成 Eu
2+，并采用非

等价电荷取代模型解释了 Eu
3+
→Eu

2+还原现象。 

 

图 7 Sr2P2O7:(Eu3+, Eu2+), Cl- 的激发光谱: a(em = 592 nm), c (em = 415 nm); 发射光谱: 

b (ex = 260 nm), d (ex = 334 nm) 

 

图 8 铕离子的 3d 能级 XPS 图谱 



 

 

3. 催化材料 

利用低热固相化学反应制备纳米氧化铋、碳酸氧铋及复合光催化材料，可控

制备不同尺寸、微观结构的满足可见光降解有机染料的纳米催化材料，研究纳米

光催化材料的组成、微观结构、表面状态对催化效率的影响规律，开发具有应用

前景的高效可见光催化剂。 

(1) 纳米氧化铋光催化材料的低热固相合成及性能研究 

研究了纳米氧化铋光催化剂的低热固相合成，得到了零维、一维氧化铋光催

化材料，测试了其对于有机污染物的降解性能，得到了降解速度快、降解率高、

用量小的高性能光催化剂。 

 

图 9 氧化铋纳米光催化材料的电镜图及降解曲线 

(2) 纳米碳酸氧铋及复合光催化材料的低热固相合成及性能研究 

重点研究了碳酸氧铋、碳酸氧铋与卤氧化铋复合材料的低热固相化学合成，

考查了反应条件对材料微观结构的影响，探讨了形成机理。碳酸氧铋纳米片具有

好的降解有机染料性能，通过与卤氧化铋复合可增加在可见光下的光催化性能。 

 

图 10 碳酸氧铋及复合纳米光催化材料的电镜图及降解曲线 



 

 

三、化学电源材料 

1. 锂离子电池材料 

(1) LiFePO4-Li3V2(PO4)3/C/graphene 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电化学性能研究 

近些年来，因为具有很强 P-O 共价键、理论容量(170 mAhg
-1

) 高、稳定性好、

安全性，且对环境友好、价格低廉等优点，LiFePO4（LFP）已广泛应用于锂离

子二次电池正极材料，被认为最具应用前景的聚阴离子阴极材料。但是，LFP 具

有相对较低的电子导电率，影响了其发展与应用。Li3V2(PO4)3 (LVP) 单斜晶结构

(P21/n 空间群)也是一种聚阴离子阴极材料，它具有稳定的三维立体框架、相对

较高的工作电压、高理论容量，拥有三维独立的锂离子扩散通道，被誉为超离子

导体，能为锂离子的传输提供更便利的条件。 

通过室温固相法制备样品 LFP/C、LFP-LVP/C、LFP-LVP/C/graphene，其中

LFP-LVP/C/graphene 在 0.1 C 倍率循环性能最好，在循环 48 圈后容量可达 159.8 

mAh g
-1，容量保持率为 94.17%，LFP/C、LFP-LVP/C 循环 48 圈后容量分别为 137、

151.3 mAh g
-1，容量保持率分别为 91.3、91.86 %；且在 5 C 倍率下，

LFP-LVP/C/graphene 循环 200 圈后容量为 102.5 mAh g
-1，均高于 LFP/C(80.7 mAh 

g
-1

) 、 LFP-LVP/C(99.7 mAh g
-1

) 在 0.5 C 下 的 首 次 放 电 容 量 ， 说 明

LFP-LVP/C/graphene 具有很好的电化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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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样品 LFP/C、LFP-LVP/C 和 LFP-LVP/C/graphene 在 0.1C 倍率下的循环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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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样品 LFP/C, LFP-LVP/C 和 LFP-LVP/C/graphene 在 5 C 倍率下的循环性能 

(2)溶剂热法制备毛绒球状的 Fe3O4 及其电化学性能表征 

Fe3O4 负极材料具有环境友好，价格低廉，资源丰富，理论容量高等优点，

但其导电性差，在充放电时，该材料体积膨胀严重，其循环稳定性和倍率性能达

不到实际应用的要求。研究了溶剂热法制备毛绒球状的 Fe3O4 纳米颗粒，采用恒

流充放电、循环伏安测试了样品的电化学性能，发现其具有理想的电化学性能，

在 0.5 C 倍率下，循环 165 圈后其放电容量仍保持在 969 mAh g
−1 以上。 

 

图 13 样品的(a)透射电镜图; (b)扫描电镜图 

 

图 14 Fe3O4/Li 电池的电化学性能(a)充放电曲线；(b)循环曲线及其库仑效率 



 

 

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30篇，其中被 SCI收录 25

篇，EI 收录 5 篇；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9 项，获授权专利 3 项。项目“吡唑啉酮

类席夫碱化合物的合成及光化学性能”通过科技厅成果鉴定，整体水平已到“国

际先进”，并申报了自治区科技进步奖。 

 

2、承担科研任务 

概述实验室本年度科研任务总体情况。 

本年度实验室共承担 62项科研任务，总经费 3161.5 万元。其中国家级项目

23项，省部级项目 25项；包括 973 计划前期研究专项、NSFC-新疆联合基金-本

地优秀青年人才培养专项、国家千人计划新疆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地区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中国科学院“西部之光人才

培养计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大专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支疆项目等。

新增在研项目 12 项，新增项目总经费 6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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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煤基纳米碳纤维的

制备及性能调控研究 

2014CB660

805 
贾殿赠 

2014.10-201

6.8 
78 

“973”计

划前期 

2 

石墨烯负载纳米金属材

料的低热固相合成及催

化性能 

21471127 贾殿赠 
2015.01-201

8.12 
95 

国家自

然科学

基金（面

上） 

3 

硫化物/石墨烯纳米复

合材料的室温固相合成

及光催化性能 

21271151 贾殿赠 
2013.1-2016

.12 
88 

国家自

然科学

基金（面

上） 

4 

新疆煤基先进功能炭材

料及其复合材料的制备

与性能研究 

U1203292 贾殿赠 
2013.1-2016

.12 
265 

NSFC-

新疆联

合基金 

5 
煤基磁性活性炭的制备

及应用 
U1303391 刘浪 

2014.01-201

7.12 
100 

NSFC-

新疆联

合基金 



 

 

6   孙志鹏 
2014.09--20

17.09 

300 

国家千

人计划

新疆专

项 

7 

纳米碳球的制备、中试

试验及其在锂离子电池

中的应用 

201130113 贾殿赠 
2011.01-201

5.12 
400 

自治区

重大专

项 

8 

抗生素中间体生产废水

处理技术产业化集成与

循环经济体系研究 

 贾殿赠 
2015.09-201

7.12 
300 

重大横

向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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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基炭材料 贾殿赠 

曹亚丽、唐新村、夏伟、

王鲁香、马空军、吴冬

玲、李丽、陈凤娟、吕

燕 

2.光功能材料 刘浪 

许贯诚、阿布力孜、张

丽、郭继玺、刘岸杰、

盛蕊、潘言亮 

3.化学电源材料 黄玉代 
李娟、王瑞英、柴卉、

马俊红、王省超、贾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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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殿赠 
研究兼

管理 
男 博士 教授 54 全职 

2  刘  浪 
研究兼

管理 
女 博士 教授 43 全职 

3  黄玉代 
研究人

员 
男 博士 教授 43 全职 

4  许贯诚 
研究人

员 
男 博士 教授 36 全职 

5  曹亚丽 
研究人

员 
女 博士 教授 41 全职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6  唐新村 
研究人

员 
男 博士 教授 44 全职 

7  夏  伟 
研究人

员 
男 博士 教授 44 全职 

8  阿布力孜 
研究人

员 
男 博士 教授 56 全职 

9  李  娟 
研究人

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4 全职 

10  王鲁香 
研究人

员 
男 博士 

副研究

员 
37 全职 

11  王瑞英 
研究人

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1 全职 

12  张  丽 
研究人

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8 全职 

13  马空军 
研究人

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5 全职 

14  吴冬玲 
研究人

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4 全职 

15  郭继玺 
研究人

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37 全职 

16  柴  卉 
研究人

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38 全职 

17  李  丽 
研究人

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4 全职 

18  马俊红 
研究人

员 
女 博士 副教授 43 全职 

19  王多志 
研究人

员 
男 博士 副教授 40 全职 

20  刘岸杰 
研究人

员 
男 博士 

副研究

员 
37 全职 

21  盛  蕊 
研究人

员 
女 硕士 讲师 43 全职 

22  王省超 
研究人

员 
男 硕士 工程师 32 全职 

23  陈凤娟 
研究人

员 
女 博士 讲师 32 全职 

24  潘言亮 实验员 男 硕士 实验师 34 全职 



 

 

序号 姓名 类型 性别 学位 职称 年龄 在实验室工作年限 

25  吕  燕 实验员 女 硕士 实验师 29 全职 

26  贾  巍 
研究人

员 
女 博士 讲师 30 全职 

注：（1）固定人员包括研究人员、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三种类型，应为所在高等学校聘
用的聘期 2 年以上的全职人员。（2）“在实验室工作年限”栏中填写实验室工作的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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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麦提依
明·马合
木提 

博士
后 

男 41 讲师 中国 新疆大学 

2016年 1
月-2018
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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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是大学的基本组成单元，是承载大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能

力的平台，是大学建设的核心和根本。能源材料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依托新疆

大学“物理化学”新疆自治区重点学科，该学科连续 3 次被评为新疆自治区重点学

科，2015 年以优秀的成绩顺利通过学科验收。依托该学科，2005 年成功获批“物

理化学”博士学位授权点，2010 年获批“化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11 年

获批“化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教育部创新团队，2012 年获批新疆矿产资源绿

色开发与生态修复自治区级协同创新中心（与校干旱所等单位共建）。 

科学研究是推动重点学科建设和发展最活跃的因素，对重点学科梯队建设、

人才培养、学术交流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有了高水平的科研，才会使重点学科

整体水平得到不断发展。一年来，实验室新增科研项目 12 项，项目总经费 650

万元。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30 篇，其中被 SCI 收录 25 篇；申报国

家发明专利 9 项，获授权专利 3 项。获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 1

项，这些科研成果的取得，有力地支撑了物理化学新疆自治区重点学科的发展，

促进了学科间的交叉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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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和科研是大学的两翼，相互依存、互促共进。科教融合将知识的产生、

传播与传承创新有机统一起来。教学与科研是互为一体、辩证统一的。本实验室

人员大多在物理化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学位授权点承担教学工作。主讲物理

化学和无机化学相关的专业课程，在备课过程中，教师始终关注最前沿知识信息，

查阅最新文献，掌握最新科技成果，并把自己的科研成果穿插在教学课件中，在

教学时传授给学生，同时将授课知识系统化，对自己的科学研究也能起到促进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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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本实验室在依托化学一级学科硕士、博士

学位授权学科、 化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等平台的基础上，不断探讨改进人才培

养的激励机制。在已有的培养方式基础上，重新修订博、硕士的整体培养方案；

增设了分别针对博硕士的研究生创新基金，进一步支持培养博硕士进行原创性科

学研究活动；在实验室层面内制定了若干奖励激励政策，激发不同阶段博硕士开

展深入科研创新工作的兴趣；积极推动在读研究生开展交流与合作，拟定实验室

研究生论坛汇报条例，并针对特定阶段研究生开展跨区域、院校及校企交流培养

工作。经过近一年的培养，各层次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都在不断提高： 

(1) 招收硕士研究生 31 人，博士研究生 5 人；毕业硕士研究生 17 人，博士

研究生 2 人；目前在读硕士博士共计 77 人。化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进站博士后

1 人，出站 1 人。 

(2) 毕业和在读的研究生中，获新疆大学博士创新基金 3 人，硕士创新基金

2 人，校级优秀毕业生 2 人，自治区级优秀毕业论文 2 篇。 



 

 

(3)联系外送德国及大连理工交流培养博士生 2 人次，外送企业开展联合人

才培养硕士生 2 人次。 

(4)1 人获得新疆大学第五届青年科研奖，1 人获得“第九届中国青少年科技

创新奖”，聘用 1 名自治区“天山学者”，从清华大学引进 1 名博士研究生来所工

作。重点实验室与伊犁川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和新疆中科领航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签署了三方科技合作协议。邀请国内外专家谢毅院士、George W. Huber 等来实

验室做学术报告 10 余场；另外，为了加强学术交流实验室研究人员参加国内外

学术会议共计 20 余人次。 

(5)毕业的学生除考上博士继续深造外，其他均已就业。积极引导本科生参与

科学研究，通过教师科研项目或与地方企业单位合作累计指导本科生毕业设计近

30 余人次，开展实习活动 100 余人次，其中获得院、校级本科生“优秀毕业论文”2

人次，培养了学生们的创新思维、提高了学生们的实验动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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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培养的研究生在国内外重要期刊上发表 SCI 收录学术论文 25 篇，申

请发明专利 9 项，授权 3 项。毕业和在读的研究生中，获新疆大学博士创新基金

3 人，硕士创新基金 2 人，校级优秀毕业生 2 人，自治区级优秀毕业论文 2 篇。 

1. Mingxi Guo, Jixi Guo, Dianzeng Jia,* Hongyang Zhao, Zhipeng Sun, Xianli 

Song, Yinhua, Li, Coal derived porous carbon fibers with tunable internal channel 

for flexible electrodes and organic matter absorption, J. Mater. Chem. A, 2015, 3, 

21178-21184.  

2. Yanjun Cai,  Yudai Huang*,  Xingchao Wang,  Dianzeng Jia*,  Weikong 

Pang ,  ZaipingGuo,  YapingDu, Xincun Tang, Facile synthesis of LiMn2O4 octah

edral nanoparticles as cathode materials for high capacity lithium ion batteries wit

h long cycle life, J. Power Sources, 2015, 278, 574-581.   

3. Yizhao Li, Yali Cao, Jing Xie, Dianzeng Jia*, Haiyu Qin, Zhiting Liang, Facile 

solid-state synthesis of Ag/graphene oxide nanocomposites as highly active and 

stable catalyst for the reduction of 4-nitrophenol, Catal. Commun., 2015, 58,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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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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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课题名称 经费额度 承担人 职称 承担人单位 课题起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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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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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国内学术交流： 

1. 曹亚丽、郭继玺参加 2015 中西部地区无机化学化工学术研讨会 

2. 许贯诚、张丽及部分研究生参加第九届全国无机化学学术会议 

3. 研究生参加中国化学会 2015 年化学前沿论坛 



 

 

4. 吕燕参加西北五省第七届电镜学术交流及技术研讨会 

5. 黄玉代、柴卉及部分研究生参加第十八次全国电化学会议 

6. 黄玉代参加第六届海内外中华青年材料科学技术研讨会暨第十五届全国

青年材料科学技术研讨会 

7. 刘浪参加 2015 年全国高分子学术论文报告会 

参加国外学术交流 

1. 黄玉代、孙志鹏参加 2015 年第八届由新加坡材料学会主办的先进材料制

备技术国际会议暨第 16 届亚洲一体化和第 4 届光子学国际会议 

国内合作： 

1. 与伊犁川宁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新疆中科领航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

《抗生素环保领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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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实验室积极开展各项学术交流和科学传播活动，邀请中国科技大学谢毅

院士、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George W. Huber 教授、大连理工大学赵宗彬教

授等来实验室做学术报告 10 余场。同时，定期举办了“能源材料化学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系列学术报告会”和“能源材料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研究生论坛”，同广

大师生进行科研工作交流和讨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扩大了重点实验室的学术

影响。 

另外，为充分利用重点实验室自身的科研、人才和资源优势，让公众及学生

了解科技知识，走进科学殿堂，近距离接触科研活动，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重

点实验室通过举办科普报告，邀请实验室功能材料专家为公众讲授功能材料的种

类、制备及应用知识，答疑解惑，让公众了解前沿科学研究；通过主体展览，主

要通过展板形式，介绍实验室的发展历史及研究方向，以及实验室在自治区社会

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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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介山 男 教授 52 大连理工大学 否 

2 贾殿赠 男 教授 54 新疆大学 否 

3 王吉德 男 教授 58 新疆大学 否 

4 吾满江 男 教授 52 中科院新疆分院 否 

5 封国富 男 教授 55 新疆有色金属研究所 否 

6 常爱明 男 教授 49 中科院新疆分院 否 

7 徐  卓 男 教授 56 西安交通大学 否 

8 郑丽敏 女 教授 51 南京大学 否 

9 金国新 男 教授 56 复旦大学 否 

10 解孝林 男 教授 51 华中科技大学 否 

11 潘世烈 男 
研究

员 
44 中科院新疆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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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1 月重点实验室于新疆大学逸夫楼五楼会议室召开了本年度学术委

员会会议，出席会议委员 10 人。会议审议了 15 年度重点实验室主要研究内容、

承担的重点任务、举办的学术活动情况、所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以及实验室下一

年度的工作计划。同时，学术委员会对重点实验室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布局及

实验室重大发展问题提出了建议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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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教育厅和新疆大学在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各个方面均提供了大量的

支持。借助自治区的各种优势政策，学校通过自治区“天山学者”和校级“天山学

者”计划项目等为重点实验室引进优秀人才以及高水平专家参与重点实验室的教



 

 

学和科学研究。在“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经费的大力支持下，新疆大学

对重点实验室教学、科研基础条件建设进行了重点投入，新购置了几台大型仪器

设备，为重点实验室搭建了一个更为完善的研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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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大型仪器面向全疆高校、研究机构开放，实现了饱和运转。主要设备

年运转机时达到 1000 小时以上，其中，全自动物理吸附仪使用机时达到 3360 小

时，热红质联用仪 1400 小时，X 射线衍射仪 1200 小时等。非本室使用时间共计

达到 2500 小时以上。除此，为完善实验室仪器平台，新购入并安装全自动物理

吸附仪一台，场发射透射电镜一台，高效液相色谱仪一台，超高温石墨化炉一台，

CO 催化氧化催化剂评价装置一台，光催化活性评价系统一台，静电纺丝机三台，

及高温管式炉 10 台等。并加大了仪器工程师培训及实验师外出学习力度，为更

好的运转实验师大型仪器平台打好基础。 

 

六、审核意见 

1、实验室负责人意见 

 

实验室承诺所填内容属实，数据准确可靠。 

 

数据审核人： 

实验室主任：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2、依托高校意见 

依托单位年度考核意见： 

（需明确是否通过本年度考核，并提及下一步对实验室的支持。） 

 

 

 

依托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