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31 工程”化学特色学科 

暨“攀升计划”专题系列会议(四) 
 
 

      会 

议

手

册 
 
 
 

 

主办单位：山西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文物化学研究院 
 
 

2019 年 6 月 29 日 
 

山西 • 临汾 



 

 

“1331 工程”化学特色学科 

暨“攀升计划”专题系列会议(四) 

会议手册 

 

一、会议时间地点及与会专家 

时间：2019 年 6 月 29 日    8:30-11:30 

报告地点：综合实验楼 418 室 

座谈地点：综合实验楼 419 室 

 

论坛专家 

孙旭平      电子科技大学                     教授 

孙  頔      山东大学                         教授 

尉海军      北京工业大学                     教授 

王明盛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研究员 

何  刚      西安交通大学                     教授 

 

 

 

 

 



 

 

 

“1331 工程”化学特色学科 

暨“攀升计划”专题系列会议(四) 

安  排  表 

8:15-8:30   开幕式  综合实验楼 418 

时  间 主持人 报告人 单  位 报告题目 

08:30-09:00 

贾建峰 

孙旭平 电子科技大学 
纳米功能材料表界面: 设计、调控及

催化和传感应用 

09:00-09:30 孙 頔 山东大学 纳米银簇的合成、组装机里及功能 

09:30-10:00 尉海军 北京工业大学 先进晶畴电池材料 

10:00-10:15 休息 

10:15-10:45 

李士利 

何 刚 西安交通大学 含硫族元素紫罗精 

10:45-11:15 王明盛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

结构研究所 
智能变色材料的结构设计与性能研究 

11:15-11:45 座谈研讨（综合实验楼 419） 

11:45-11:50 综合实验楼正门口合影留念 

 

 

 

 

 

 

 



 

 

 

 

 

孙旭平，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电子科技大

学基础与前沿研究院。1997 年本科毕业于四川师

范学院化学系并留校任教，2005 年于中科院长春

应化所获博士学位，师从汪尔康院士。2006-2009

年期间先后在德国、加拿大及美国从事博士后研

究工作，2010 年 1 月加入长春应化所，2011 年受

聘为沙特国王大学兼职教授，2015 年 11 月全职到

四川大学工作，2018年 4月加入电子科技大学。获

中科院院长优秀奖（2004）、中科院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2007）、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2008）、中科院优秀导师奖（2015）；入选四川省“千人计划”创新领军人才

（2016）、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2018）、英国皇家化学会高被引作者

（2017 & 2018）、化学领域中国高被引学者（2018）及化学和材料领域全球高被

引科学家（2018）。 

多年从事功能材料表界面设计与调控及催化和传感应用研究。首次以生物质为原

料合成杂原子掺杂荧光碳点，发展了基于掺杂碳点的荧光重金属离子检测新方法；

提出保形磷化策略可控制备无表面活性剂过渡金属磷化物纳米结构及三维纳米阵

列，实现高效电解水制氢；发展了基于过渡金属磷化物的均相荧光核酸检测新技

术及有机小分子电化学传感新器件和新方法；建立了电化学合成氨催化新体系。

在 Nat. Commun., J. Am. Chem. Soc., Angew. Chem., Adv. Mater., Adv. Energy Mater., 

Nano Lett.等刊物发表研究论文 420 余篇，单篇引用大于 200 次论文 21 篇,单篇最高

引用 1158 次，ESI数据库高被引论文 95 篇，ESI数据库热点论文 48 篇，中国百篇

最具影响国际学术论文 3 篇；论文总引 27420 次，H 指数 84。

论坛专家简介 



 

 

孙頔，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齐鲁青年学者，

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山东省杰出青年基金获

得者，2018 年度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2005-

2011 年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硕博连读，师从郑

兰荪院士。2011年 7月加盟山东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独立开展科研工作。2014 年晋升副教授，2017 年

破格晋升教授。孙頔自 2008 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功

能配(簇)合物的设计、合成，组装机理及光电性质

研究，在合成方法学的探索、结构调变机制、组装

机理、构效关系阐明及功能分子作为纳米能源材料

应用等方面取得了多项具有创新性的科研成果。论文被国内外学术同行在国际刊

物上引用近 5000 次。其中，以第一或通讯作者身份在国际期刊如 1 篇 PNAS，2 篇

Nat. Comm.，4 篇 J. Am. Chem. Soc.，3 篇 Angew. Chem. Int. Ed.，1 篇 Adv. Mater.，

1 篇 Adv. Energy Mater.，3 篇 Chem. Sci.，5 篇 Chem. Commun.，14 篇 Chem. Eur. 

J.，12 篇 Inorg. Chem.，4 篇 J. Mater. Chem. A 等发表 SCI论文 100 余篇。主持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青年基金，面上项目，优秀青年基金各一项，中国博士后基金面

上项目，特别资助项目各一项。主要研究方向：（1）高核金属团簇的设计合成、

结构、组装机理与性质； （2）功能晶体材料。



 

 

尉海军，教授、博士生导师。2007年，东北大学博

士毕业，之后在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2007-

2010）和日本国立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2010-

2015）从事电池相关科研工作，2015年起在北京工

业大学工作。主持和作为骨干正在承担和完成了10

余项国家级项目，涉及先进电池材料、电池系统以

及电动车应用等领域，组织并协调完成了北京奥运

会和北京市为期一年的 2 辆燃料电池新能源客车运

营项目，获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科学技术二等奖 1 项

和北京青年五四奖章，获中组部和国家自然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资助，在 Angew. 

Chem. Int. Ed.、J. Am. Chem. Soc.、Energy Environ. Sci.等国际知名能源化学期刊上

发表学术论文 80 余篇，申请专利 30 项，已授权 4 项。兼任国际电化学能源科学院

（IAOEES）理事、中国金属学会功能材料分会委员、JMST、Rare Metals 和 CCL

期刊编委等职。



 

 

王明盛，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研究员、

博导、所百人。1999 年本科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

系，2004 年在福建物构所黄锦顺和郭国聪两位老

师指导下获博士学位，同年 7 月留所工作至今。

主要研究兴趣是智能变色材料的结构设计与性能

研究。迄今以第一/通讯作者发表 3篇 JACS、7篇

Angew. Chem.、1 篇 Chem. Sci.、1 篇 CCR。被授

予福建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排名第 3）、福建

运盛青年科技奖、中国科学院卢嘉锡青年人才奖；

主持承担中科院前沿重点项目“拔尖青年科学家”

项目、中科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优秀会员”项目、福建省杰青及其滚动支持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研究项目 11 项。



 

 

何刚，教授。现为西安交通大学青年拔尖教授、第

十一批青年千人学者、“唐仲英青年学者”。2011 年

博士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师从房喻教授。2011至

2015 年在加拿大从事博士后研究。2015 年加入西

安交通大学，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含主族元素有机

杂环芳烃及聚合物的设计、合成，特别是含主族元

素紫罗精的合成以及该类材料在智能材料、能源及

抗菌方面的应用。2019 年起代言中国化学会“中国

青年化学家元素周期表”中的碲（Te）元素。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陕西省基金等多项省部级项目，

迄今在 JACS、Angew. Chem. Int. Ed.、Chem. Rev.等知名学术期刊发表 SCI论文 50

余篇，论文被引用超过 1300 余次。其中部分成果已经成功实现了产业化。 



 

 

山西师范大学简介 

山西师范大学创建于 1958 年，坐落于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古尧都临汾市，

是培养山西省基础教育师资的重要基地。学校现有全日制本科生 15800 余人，研

究生 3400 余人；设有 24 个学院，61 个本科专业，17 个一级硕士学位授权学科，2

个一级博士学位授权学科，2 个博士后流动站，1 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 个教育

部创新团队，1 个山西省服务产业创新学科群，9 个省级重点学科，3 个省级协同

创新中心，4 个山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承担教育部“卓越教师培养计

划改革项目”，承担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项目和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

践教育基地项目，有 6 个国家级特色专业、4 个省级优势专业、10 个省级品牌专

业,6个省级特色专业，13门省级精品课程，9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校近 60

年来，学校不断上层次、上水平，现已发展成为一所培养体系完备、办学特色鲜

明的省属重点师范大学。 

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是 1978 年建立化学系的基础上于 2001 年成立，具有化

学、材料化学 2 个本科专业和化学一级硕士、博士学位授权。学院化学学科是山



 

 

西省优势重点学科、山西省“1331 工程”优势特色学科、国家特色专业和省级品

牌专业，本科实验室是山西省实验示范中心。教育部磁性分子与磁信息材料重点

实验室、山西省分子磁体重点实验室和山西省新电池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在

我院。 

学院现有教职工 92 人，有教授 24 人，副教授 37 人。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

70 人，硕士学位 12 人。有“万人计划”创新领军人才 1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

得者 2 人，“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2 人、“有突出贡献专家”1 人，享受

国务院特津专家 3人，教育部高校化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1人，全国优秀博士论

文获得者 1 人，教育部新世纪创新人才 3 人，山西三晋学者 2 人，山西省新世纪学

术技术带头人 333 人才工程 3 人，山西省学科带头人、青年学术带头人 10 人，山

西省研究生教育优秀导师 3 人，山西省教学名师 4 人。 

 

 

 

 



 

 

 

 

 

 

 

 

 

  



 

 

 

 

 

会务组联系方式 

 

如您有需要，请和以下工作人员联系： 

 

张献明：13703554057 

李士利：18636716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