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组 研究方向 招收人数 对申请人背景要求 合作导师及联系方式

快速分离与检测
102组                       

（李海洋）

在线质谱技术及应用 2 物理、化学相关专业，有质谱和光谱研究基础

李海洋
hli@dicp.ac.cn

高分辨质谱应用研究 1 化学相关专业

环境化学，环境催化 2 环境化学、物理化学博士专业

化学传感器研究 2 分析化学专业，发表过相关工作的研究论文

生态环境评价与分析
103组                       

（陈吉平）

环境化学，环境催化 2 环境化学、物理化学博士专业

陈吉平
chenjp@dicp.ac.cn分子毒理学 2 分子生物学，毒理学

分析化学 2 分析化学专业，发表过相关工作的研究论文

微型分析仪器
105组                      

（耿旭辉）

高灵敏光学检测器与

传感器
1

熟悉光学检测器与传感器，有仪器研究背景；近期即将
获得博士学位或已获得博士学位，拥有良好的研究背景

和英文写作能力；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

工作踏实，具有独立工作能力，有团队合作精神，有责

任感，易沟通。

耿旭辉
gxh200321029@dicp.ac.c

n

化学传感器 
106组                      

（冯亮） 

化学/生物传感器研究 1 分析化学，环境化学，或材料化学专业，有相关化学/
生物传感器研制开发基础，发表过相关SCI论文

冯亮
fengl@dicp.ac.cn

传感新原理、新方法

、新仪器               
（从事传感器及仪器

相关基础科学研究）

6

化学传感器新原理，新方法，及相关创新的传感、光学

、色谱等分析仪器研制。分析化学、材料化学、或物理

化学背景，工作态度认真，能吃苦耐劳。具有能独立从

事相关领域研究的能力。有扎实的中英文写作功底，在
国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过论文。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和团队

协作精神，有从事科研工作的热情，愿全身心投入其中

。具有便携式仪器研制背景者从优。

便携式仪器设备研制 1 分析化学、机械电子工程等专业，熟悉色谱及光谱仪

器，具备仪器开发基础，动手能力较强

手性合成
201组                      

（周永贵）

不对称氢化 2

1.博士毕业两年之内，有较强的有机合成或不对称催化

研究背景，有较强的科技论文写作能力，能独立开展科

学研究工作。
2.工作勤奋、踏实，有事业心和团队协作精神。"

周永贵
ygzhou@dicp.ac.cn

仿生催化合成
02T4组                    

（陈庆安）

不对称催化，仿生催

化
4 有机化学专业

陈庆安
qachen@dicp.ac.cn

蛋白质折叠化学生物

学
02T5组                   
（刘宇）

有机化学 2 化学或生物背景博士研究生，对以疾病为导向的化学生

物学研究有兴趣。

刘宇
liuyu@dicp.ac.cn

有机硼化学与绿色氧

化研究组
02T6组
（戴文）

有机合成或多相催化

研究                     
（从事有机合成方法

学或多相催化氧化研

究工作）

4
1）有机化学、药物化学、催化等相关专业；
2）身心健康、工作勤奋踏实，具有良好的学术道德和

团队协作精神

戴文
daiwen@dicp.ac.cn

催化反应化学
501组                      

（申文杰）

固体酸催化材料开发 1

工业催化或物理化学专业博士学位，具有从事催化反应

或固体酸碱催化剂合成、改性研究研究工作经验，熟悉

反应评价所需的定性定量分析方法，具备一定的独立科
研工作能力、良好沟通和表达能力，愿意从事应用基础

研究与开发工作。身体健康，品行端正，具备良好的团

队合作精神。

申文杰
shen98@dic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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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 研究方向 招收人数 对申请人背景要求 合作导师及联系方式

纳米与界面催化
502组                    

（傅强）

表面化学与表面催化 2 物理化学或材料科学等专业，熟悉电子能谱和SPM表面

研究技术者优先

傅强
qfu@dicp.ac.cn

电池过程的原位表界

面研究
2 物理化学或材料科学等专业，从事电池和储能器件原位

研究或固体表面研究者优先

傅强
qfu@dicp.ac.cn

催化相关的理论计算 1 理论计算专业，从事过相关研究

傅强/潘秀莲

qfu@dicp.ac.cn/panxl@di
cp.ac.cn

分子催化与原位表征
503组                    

（李灿）

光谱，物理化学 2 量子力学和光谱学基础

李灿，冯兆池
canli@dicp.ac.cn

zcfeng@dicp.ac.cn

化学生物学，酶催化 1 生物学和生物化学基础，从事过酶催化或RNA催化研究
李灿，贾国卿

canli@dicp.ac.cn
gqjia@dicp.ac.cn

催化，物理化学 1 多相催化和均相催化，从事过多相催化研究和均相催化

有机反应研究

李灿，刘龑
canli@dicp.ac.cn

yanliu@dicp.ac.cn

分子催化与原位表征
研究组                

503组                

（朱剑）

光机系统设计与集成

、光谱仪开发
1

有光学仪器研究背景，有过光机系统设计与集成的开发

经验，近期即将获得博士学位或已获得博士学位。有团
队合作经验。

朱剑jzhu@dicp.ac.cn

仪器的机电一体化设

计
1

有机电研究背景，仪器设计与集成的经验，近期即将获

得博士学位或已获得博士学位。有团队合作经验。

分子催化与原位表征/
有机-无机杂化材料

503组/506组             
（李灿/杨启华）

催化，物理化学 1 多相催化和均相催化，从事纳米多孔催化材料及其过多

相和均相催化反应研究

李灿，杨启华
canli@dicp.ac.cn

yangqh@dicp.ac.cn

分子催化与原位表征/
太阳能研究部
503组/DNL16         
（李灿）

电催化                              
（电解水催化剂研

究）

2

材料化学、催化、电化学相关专业，具有良好的英语听

说读写能力，有从事电催化剂制备的研发和工艺放大工

作研究经历者优先

李灿
canli@dicp.ac.cn；

贾国卿
gqjia@dicp.ac.cn"

物理化学，材料，能

源转化
1 具有半导体纳米粒子材料或分子体系的光催化研究基础

。

 韩洪宪

 DNL1602
hxhan@dicp.ac.cn 

物理化学，材料，能

源转化
1 具有良好的电化学催化基础。

物理化学，材料，能
源转化

1 具有利用电子自旋共振波谱研究催化反应基础优先。

物理化学，材料，能

源转化
1 具有光调控或者近红外光光催化研究经验。

物理化学，材料，能

源转化
2 具有基于半导体纳米粒子材料的光电催化的研究经历和

能源转化电化学研究经历

李灿，施晶莹
canli@dicp.ac.cn

jingyingshi@dicp.ac.cn

物理化学，材料，能
源转化

1 具有钙钛矿材料和电池器件研究经历。

李灿，刘生忠
canli@dicp.ac.cn
szliu@dicp.ac.cn

物理化学，材料，能
源转化

2 具有基于无机半导体纳米粒子材料和有机半导体材料研
究基础和太阳能薄膜电池器件组装研究经历。

李灿
canli@dicp.ac.cn

物理化学，材料，能

源转化
1 具有基于无机半导体纳米粒子材料和薄膜硅电池器件组

装研究经历。

李灿，刘生忠
canli@dicp.ac.cn
szliu@dic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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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 研究方向 招收人数 对申请人背景要求 合作导师及联系方式

分子催化与原位表征/
太阳能研究部
503组/DNL16         
（李灿）

纳米扫描探针，表面

光电化学表征，光

谱，物理化学

1 量子力学、半导体物理、AFM/STM和光谱学基础
李灿，范峰滔

canli@dicp.ac.cn
ftfan@dicp.ac.cn

无机膜与催化新材料
504组                      

（杨维慎）

无机膜 2-3 具有分子筛、MOF、COF、钙钛矿型氧化物合成经验或

有固体电化学相关研究背景
杨维慎

yangws@dicp.ac.cn
催化化学 1-2 具有多相催化研究背景

有机-无机杂化材料

506组                    
（杨启华）

手性催化、光电材料 1 有机合成、光电转换
杨启华

yangqh@dicp.ac.cn
有机-无机杂化材料 1 有机化学、生物催化或材料合成研究背景

二维材料与能源器件
508组                        

（吴忠帅）

高比能、高功率超级
电容器电极材料、电

解液制备以及器件工

艺的开发

2

（1）已获得博士学位或近期即将获得博士学位者；

（2）具有物理、化学、电化学、材料学等相关专业背

景，熟悉常见材料制备方法、器件组装工艺及性能测试

和分析手段；
（3）具有关键电极材料、电解液开发，电化学储能器

件制备等研究经验者优先考虑；

（4）在国际核心期刊发表过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相关研

究论文；
（5）能独立开展科研工作，有团队协作和吃苦耐劳精

神。

吴忠帅
wuzs@dicp.ac.cn

高比能锂电池关键材

料与器件研发
2

（1）已获得博士学位或近期即将获得博士学位者；

（2）具有物理、化学、电化学、材料学等相关专业背
景，熟悉常见材料制备方法、器件组装工艺及性能测试

和分析手段；

（3）具有关键电极材料、电解液开发，电化学储能器

件制备等研究经验者优先考虑；
（4）在国际核心期刊发表过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相关研

究论文；

（5）能独立开展科研工作，有团队协作和吃苦耐劳精

神。

二维材料的制备与应

用
2

（1）已获得博士学位或近期即将获得博士学位者；

（2）具有化学、化工、材料等相关专业背景；
（3）具有石墨烯等二维材料、复合材料制备和性能开

发等研究经验者优先考虑；

（4）在国际核心期刊发表过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相关研

究论文；
（5）能独立开展科研工作，有团队协作和吃苦耐劳精

神。

柔性化、微型储能器

件与微系统
2

（1）已获得博士学位或近期即将获得博士学位者；
（2）具有物理、化学、电化学、材料学等相关专业背

景；

（3）具有关键电极材料、电解液材料制备，电化学储

能器件设计、工艺条件开发、微电子系统集成等研究经
验者优先考虑；

（4）在国际核心期刊发表过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相关研

究论文；

（5）能独立开展科研工作，有团队协作和吃苦耐劳精
神。

能源催化（电催化、

热催化）
2

（1）已获得博士学位或近期即将获得博士学位者；

（2）具有化学、化工、材料、催化等相关专业背景；
（3）具有扎实的催化基础知识和丰富的催化研究经

验，包括传统催化、电催化、热催化等研究工作经验者

优先；

（4）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和撰写英文国际论文的能力，
并在国际核心期刊发表过一定数量的高质量相关研究论

文；

（5）能独立开展科研工作，有团队协作和吃苦耐劳精

神。

二维材料与能源小分
子转化                              
05T6组                         

（邓德会）

二维材料及其杂化材

料的可控制备、表界

面调控研究、能源小
分子催化转化过程与

机制、理论计算

3

催化、材料、电化学、电池、理论计算等相关专业，拥

有良好的研究背景和英文写作能力；工作踏实，有团队

精神，有责任感，易沟通。

邓德会     
dhdeng@dic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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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 研究方向 招收人数 对申请人背景要求 合作导师及联系方式

二维材料与能源小分
子转化                              
05T6组                         

（邓德会）

多相催化            
（能源小分子催化转

化）

3

催化、材料、电化学等相关方向，具备利用热催化、电

催化、或热/电协同耦合技术来实现O2、N2、H2、H2O、
CO、CO2、CH4、CH3OH等资源小分子的活化或转化的相

关研究背景。

邓德会     
dhdeng@dicp.ac.cn

多相催化            
（催化理论计算）

2
多相催化、电化学、热化学等相关方向，具备催化材料
电子结构、活性位、反应热力学、动力学、机器学习等

相关催化理论计算研究背景。

多相催化            
（钠离子电池）

2

电池、材料、电化学、原位表征等相关研究背景。拥有

较强的英文写作能力，工作踏实，有团队精神，有责任
感，善于交流。

  理论催化             
05T8组                   

（肖建平）

反应相图构建与分析 2 对于物理，化学，材料，化工和计算机编程背景均可

肖建平                   
xiao@dicp.ac.cn

从事机器学习算法开

发、理论催化的研究

工作

2 掌握python语言，具有编程相关经验；或者具有DFT计

算相关经验；具有具有多尺度模拟相关经验。

氧碘化学激光器效率

和光腔研究
703组                       

（刘万发）

激光专业 1 激光专业，具备较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较强工程研发能

力，动手能力强
刘万发

wfliu@dicp.ac.cn
激光技术 1 激光物理或激光技术（以从事过完整激光器研究者先，

以具有较强数理基础者先）

先进精密光学技术研

究
704组                       

（李刚）

激光技术 1 激光技术专业背景，具有相关研究经历者优先
李刚

lig@dicp.ac.cn
材料物理 1 材料物理专业，具有相关研究经历者优先

化学激光机理与

技术研究
705组                     

（多丽萍）

燃烧驱动的化学激光

能级调控机理研究
1 燃烧化学，激发态化学，熟悉分子光谱，分子反应动力

学，气体动力学等基础理论

多丽萍
dlp@dicp.ac.cn

脉冲激光新波长输出
708组                    

（郭敬为）

可见光泵浦光纤拉曼
激光

1
光学、激光技术、精密仪器、物理或相近专业，具备激

光器或激光光谱相关研究经验。优先选择具有光纤拉曼
激光研究经验者。

郭敬为 
Jingweiguo@dicp.ac.cn

激发态激光介质的量

化计算
1

熟悉Gaussian，Molpro等软件包的使用，熟悉激发态的

量化计算，掌握Franck-Condon factor的计算等。有量化

计算方面的SCI文章发表

化学激光总体软科学

与发展战略研究组

710组

（李庆伟）

新型压力恢复系统工

艺设计与优化
1 化学反应工程，化学工程，化工工艺专业

李庆伟
liqw@dicp.ac.cn

新型压力恢复系统用

吸附材料设计与优化
1 物理化学，材料化学，或交叉领域如材料科学，无机化

学等专业

复杂分子体系反应

动力学
1101组                      

（韩克利）

有机生物分子激发态

动力学
2 物理、化学或相关专业

韩克利
klhan@dicp.ac.cn

有机合成 1 有机或金属有机合成经验

计算机编程 1 计算化学或计算物理编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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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 研究方向 招收人数 对申请人背景要求 合作导师及联系方式
复杂分子体系反应

动力学
1101组                      

（韩克利） 能源材料的激发态动
力学

2 具有超快光谱或者能源材料经验

韩克利
klhan@dicp.ac.cn

燃烧动力学 2 具有理论与计算化学或者燃烧动力学经验

时间分辨光谱仪 2 物理、化学、光学工程等相关专业

分子模拟与设计
1106组                     

（李国辉）

分子动力学模拟 1 计算数学、理论与计算物理/化学/生物学专业

李国辉
ghli@dicp.ac.cn

生物信息学 1 生物信息学相关专业，熟悉蛋白组、代谢组和基因组、
RNA等组学数据处理和解析及生物学机制解释经验

大数据分析 1 复杂系统动力学仿真模拟与分析及生物学机制的解析经

验

人工智能分子模拟与
应用

1
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专业，能够独立进行人工智
能分子模拟方法的开发及应用，能够独立撰写完整英文

文章，有相关方法发展方面的研究经验者优先.

超快时间分辨光谱与

动力学
1110组                    

（金盛烨）

超快光谱动力学 1
物理化学或材料化学背景。有半导体量子点或其他纳米

光电材料合成与表征的研究经历；尤其是熟悉ALD或CVD
等薄膜制备技术的优先。

金盛烨
sjin@dicp.ac.cn

肼分解催化剂
15室                        

（张涛）   

催化表征 2
物理化学、催化或相关专业，具有电镜、核磁、拉曼或

者红外光谱某一方面的特长或经验博士后工作期间表现

突出可获得留所工作机会

张涛
taozhang@dicp.ac.cn

能源化工 3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工业催化、或化学工程博士学

位，具有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对科学研究有兴

趣，博士后期间工作表现突出可获得留所工作机会

纳米催化 3

获得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物理化学、工业催化、或化
学工程博士学位，具有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对科

学研究有兴趣，年龄和性别不限。博士后期间工作表现

突出可获得留所工作机会

材料合成 2 催化专业或者材料化学专业，熟悉多孔材料的制备和表

征方法

化学反应工程 2

博士学位，工业催化、化学工程或相关专业；具有独立
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责任心

强，工作积极认真，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沟通能

力

分离工程 1 具有良好的化学工程研究背景，特别是具有分离工程专

业知识和技能，有相关实践经验者优先

多相催化理论计算 2
具有博士学位及良好的多相催化基础知识；有从事密度
泛函理论计算和量化计算研究经验;责任心强，工作积

极认真，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纳米催化 1 物理化学、催化或相关专业，具有EXAFS实验和数据分

析经验

王爱琴
aqwang@dicp.ac.cn

多相催化 1
具有博士学位；具有良好的多相催化基础知识和研究经

验，从事过相关研究者优先考虑；工作踏实认真，有团

队精神
李宁

lining@dicp.ac.cn

均相催化 1
具有博士学位；具有良好的均相催化基础知识和研究经

验，从事过相关研究者优先考虑；工作踏实认真，有团

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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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 研究方向 招收人数 对申请人背景要求 合作导师及联系方式

肼分解催化剂
15室                        

（张涛）   

多相催化 2-3
获得或即将获得博士学位，
物理化学，工业催化或无机化学等相关专业。

在纳米材料合成或催化反应研究等领域有较好基础

张涛 
taozhang@dicp.ac.cn

李为臻
weizhenli@dicp.ac.cn 

多相催化 2

获得或即将获得博士学位，

物理化学，工业催化或无机化学等相关专业。
在分子筛合成以及金属催化剂制备有相关经验和基础优

先考虑

张涛 
taozhang@dicp.ac.cn

罗文豪
w.luo@dicp.ac.cn 

木质素催化转化 1

催化或有机化学博士学位，具有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

力，年龄和性别不限，从事过多相催化和生物质转化研

究者优先考虑； 熟练的中英文读写能力，良好的协调
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张涛 
taozhang@dicp.ac.cn

李昌志
licz@dicp.ac.cn

生物质选择转化制芳

香化学品
1

有机化学或催化化学博士学位，具有独立从事科研工作
的能力，年龄和性别不限，具有有机合成经验者优先考

虑； 熟练的中英文读写能力，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和

团队合作精神

张涛 
taozhang@dicp.ac.cn

李昌志
licz@dicp.ac.cn

乙醇催化转化 1

获得物理化学、工业催化、或有机化学博士学位，具有

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年龄和性别不限。具有良好

的催化基础知识，从事过相关研究者优先考虑；工作踏
实，有团队精神。

博士后期间工作表现突出可获得留所工作机会。

张涛
taozhang@dicp.ac.cn 

郑明远
myzheng@dicp.ac.cn

液体推进剂的分解反

应过程模拟
1 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从事过微尺度燃烧过程研究；或

者化工专业，熟悉过程模拟
王晓东

xdwang@dicp.ac.cn
结构化催化剂与反应

器
1 化工、材料或催化专业，从事过整体催化剂及其反应器

研究

多相流反应工程、多

相流体流动数值计算
及测量表征；气固流

态化或气液固多相反

应器研究

2

获得化学工程、热能工程或流体力学相关博士学位，具

有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对多相流反应工程、多相
流体流动数值计算及测量表征感兴趣，从事过气固流态

化或气液固多相反应器研究者优先考虑；工作踏实，有

团队精神。

侯宝林

blhou@dicp.ac.cn

表面催化 1 熟练掌握扫描隧道显微镜UHV-STM、分子束外延生长

（MBE）；有表面催化、近常压STM经验者优先

杨冰

（byang@dicp.ac.cn）

单原子催化 1 熟练掌握单原子、纳米催化剂制备和表征；有透射电镜
经验者优先

催化及表征 2

获得物理、化学、工业催化、化学工程相关博士学位，

具有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对催化及表征感兴趣，

从事过半导体物理、光催化、光热催化、X射线吸收谱
研究者优先考虑；工作踏实，有团队精神。

张涛 

taozhang@dicp.ac.cn  

刘晓艳
xyliu2003@dicp.ac.cn

天然产物及糖工程
1805组                    
（尹恒）

植物分子生物学 1 从事植物分子生物学领域研究工作，具有构建转基因植

物相关研究背景者优先。

尹恒
yinheng@dicp.ac.cn植物生理病理 1 从事植物生理、病理领域研究工作，具有植物免疫学相

关研究背景者优先。

酶工程 2 从事酶生物催化领域研究工作，具有酶定向进化、酶结
构与功能研究相关研究背景者优先。

微流控芯片及应用
1807组                     

（秦建华）

生物传感 1
分析化学、生物技术、机械电子工程等专业；具有生物

传感、分子诊断、生化分析、医学检验或微流控等研究

背景；有较好的英文写作和发表SCI论文基础

秦建华
jhqin@dicp.ac.cn

细胞生物学 1
细胞/分子生物学、医学、化学和生物医学工程等专

业；具有干细胞与发育、神经生物学、感染与免疫等相
关研究基础；有较好的英文写作和发表SCI论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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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 研究方向 招收人数 对申请人背景要求 合作导师及联系方式

微流控芯片及应用
1807组                     

（秦建华）

生物材料 1
化学、物理、高分子、组织工程、生物材料等专业；具
有微纳功能材料设计、制备及应用等相关研究背景；有

较好的英文写作和发表SCI论文基础

秦建华
jhqin@dicp.ac.cn

体外疾病模型 1 医学、药学等专业；有疾病模型和药物评价应用研究背
景；有较好的英文写作和发表SCI论文基础

肿瘤免疫学 1

具有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免疫学、医学等相关专

业博士学位；具有独立从事科研工作和英文读写能力，

以第一作者发表SCI论文2篇以上；责任心强，有团队合

作精神；有临床医学和海外相关研究经历者优先。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 1

具有细胞生物学、发育生物学、医学、生物医学工程等

相关专业博士学位；具有独立从事科研工作和英文读写

能力，以第一作者发表SCI论文2篇以上；责任心强，有

团队合作精神；有海外相关研究经历者优先。

器官芯片药物评价 1

具有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药学、医学和生物技术

等相关专业博士学位；具有独立从事科研工作和英文读

写能力，以第一作者发表SCI论文2篇以上；责任心强，

有团队合作精神；有海外相关研究经历者优先。

生物分子高分辨分离
分析及代谢组学1808

组（许国旺）

样品预处理、色谱分

离材料
1

具有在样品预处理材料、分离材料、色谱填料等方面的
经验，科研创新能力强。具备良好的科研论文撰写素质

者优先。

许国旺               

xugw@dicp.ac.cn

暴露组学、食品安全

和残留检测
1

对暴露组学，或农产品、食品或体液中的农兽药、化学

污染物等残留的检测有较好的经验。

单细胞分析 1 熟悉单细胞操作技术。

小分子和大分子相互

作用研究
1

生物、分析、材料相关专业，对代谢物-蛋白相互作用

、代谢途径有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具备良好的团队协

作精神。有相关工作背景者优先。

转化医学 1

生物、医学相关专业，对细胞分子生物学或肿瘤糖尿病

的转化医学研究有较好的基础，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精
神。有相关工作背景者优先。

生物信息学 1
生物医学或生物信息学相关专业，熟悉多组学数据处理

。

肠道菌群 1 微生物相关专业，熟悉菌群表征、宏基因数据分析。

生物分离分析新材料
与新技术研究             

1809组                      
(叶明亮)

修饰蛋白质组学

分析
1

质谱分析、分离富集、化学探针、蛋白质翻译后修饰相

关的生物学或生物信息学

叶明亮 
mingliang@dicp.ac.cn生物分离新材料 1 具有无机或有机材料制备与合成背景优先

生物活性肽的分离与

表征
1 生物活性肽提取、制备、分析，有质谱分析背景优先

生物分子高效分离与

表征
1810组                   

（张丽华）

生物信息学 1

对蛋白质组、代谢组、相互作用组等数据进行深入的解

析和挖掘。生物学信息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博

士毕业5年以内；有组学数据分析基础和软件编程能

力；

张玉奎 张丽华

lihuazhang@dicp.ac.cn
有机合成 1 合成小分子、功能探针、功能材料等，有机化学专业

质谱 1 蛋白质组生物质谱解析背景

材料学 1 材料合成背景；有从事介孔材料、硅球材料或分子印迹

材料制备经历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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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 研究方向 招收人数 对申请人背景要求 合作导师及联系方式

生物质高效转化
1816组                    

（赵宗保）

结构生物学          
（从事生物分子间相

互作用解析及改造研

究）

1
博士学位专业为结构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

微生物学或生物化工等。责任心和团队意识强，有创新
精神；年龄35岁以下，以英文发表过研究论文

赵宗保
zhaozb@dicp.ac.cn

生物信息学             

（从事生物数据挖掘
、多组学数据可视化

和跨组学模型构建研

究）

1
博士学位专业为生物信息学、应用数学、分子生物学或

生物科学等。责任心和团队意识强，有创新精神；年龄
35岁以下，以英文发表过研究论文

化学生物学             

（从事非天然辅酶及
能量代谢研究）

1
博士学位专业为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工或有
机化学等。责任心和团队意识强，有创新精神；年龄35
岁以下，以英文发表过研究论文

合成生物技术          

（从事脂质代谢及产

油酵母研究）

1
博士学位专业为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工或生
物技术等。责任心和团队意识强，有创新精神；年龄35
岁以下，以英文发表过研究论文

合成生物学 1 获得微生物学、生物有机化学、生物技术或相关方向博

士学位，工作踏实认真，有团队精神

生物信息学 1
获得生物信息学、计算机科学、生物技术或者其他相关

方向博士学位，工作踏实认真，有团队精神。从事过微

生物代谢网络研究者优先考虑

生物质利用 1 获得有机化学、高分子化学或木材化学相关专业博士学

位，工作踏实认真，具有团队合作精神

工业生物技术 1 获发酵工程、生物化工或相关专业博士学位，作踏实认

真，有团队精神。从事过发酵工艺研究者优先考虑

纳米生物效应
1817组                   

（吴仁安）

生物纳米材料 1 有磁性纳米材料、介孔材料、量子点、生物聚合物材料
等复合纳米材料的制备合成基础

吴仁安
wurenan@dicp.ac.cn

纳米生物效应 1
有蛋白质、DNA等生物大分子与材料的相互作用，药物

或毒物ADME, 癌症治疗研究等基础

分子探针与荧光成像
1818组                     

（徐兆超）

荧光染料合成 2 熟悉有机荧光染料的发光构效关系，有荧光染料的合成

经验

徐兆超
zcxu@dicp.ac.cn化学生物学 2 蛋白标记、基因编码、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等相关

领域。

荧光成像 1 熟悉各种荧光显微镜操作，有生物荧光成像的研究经历

单细胞分析研究组       
陆瑶                   

（1820）
单细胞分析研究 2

具有生物分析、微流控芯片等相关研究背景，有较好的
科研基础和英文写作能力。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

较强的工作责任心和刻苦钻研的精神。

陆瑶
luyao@dicp.ac.cn

生物分子功能与机制
1821组

（朴海龙）

癌症代谢调控分子机

制研究
2

生命科学相关专业 ，博士毕业不超过2年，具有独立开

展细胞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等相关实验及设计研究课

题，以及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有较强的专业英文阅读

和写作能力，较强的英文文献查阅、分析和总结能力，
发表过一定数量的英文科技论文，并具有良好的协调沟

通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及科研素质。
朴海龙

hpiao@dicp.ac.cn

生物信息学与大数据

挖掘
1

具有计算机应用技能，独立完成各种计算机相关软件编

程及生物大数据中挖掘相关数据；博士毕业不超过
2年，对分子生物学、癌症生物学和生物信息学有较深

刻的理解和认识，发表过一定数量的英文科技论文，具

备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和刻苦钻

研的精神，以及英文文章撰写能力。

生物分子结构表征新

方法组
18T5组                    

（王方军）

极紫外激光-质谱平台

搭建及应用
2 物理、化学相关专业，有质谱和光谱研究基础

王方军，靳艳
wangfj@dic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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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 研究方向 招收人数 对申请人背景要求 合作导师及联系方式
生物分子结构表征新

方法组
18T5组                    

（王方军）
肿瘤、老年痴呆症等

疾病机制研究，蛋白

质复合物功能研究

2 生命科学和化学生物学相关专业。

王方军，靳艳
wangfj@dicp.ac.cn

合成生物学与生物催
化创新组                   
18T6 组                    

（周雍进）

合成微生物学 代谢工

程
2

生物化工，分子生物学，生物信息学相关专业，具有良

好的科研素质和团队合作精神。英语四级或同等水平以

上，有较强的专业英文阅读和写作能力，发表过一定数
量的英文科技论文。

周雍进
zhouyongjin@dicp.ac.cn

生物分离与界面分子
机制创新组                 

18T7组                   
（卿光焱）

生物材料、分离材料

与界面作用机制相关
的基础研究

3

1、分析化学，高分子化学，生物化学或材料化学专业

背景；
2、熟悉生物界面、生物分离、蛋白质组学分析或电化

学分析者优先；

3、熟悉高分子物理、化学，生物材料，功能界面方向

的博士；
4、近期即将获得博士学位或已获得博士学位，拥有良

好的研究背景和英文写作能力。

卿光焱
qinggy@dicp.ac.cn

大连光源科学研究室        

25室

（杨学明）

分子束-表面散射动力

学
1 分子束技术、激光光电子谱、真空技术等一个或多个经

验，物理化学或化学物理背景

任泽峰
zfren@dicp.ac.cn

时间分辨软X射线光谱 1 飞秒激光技术、非线性光谱、原子分子光谱、真空技术

、分子束技术等一个或多个背景的相关专业

表面和频振动光谱 1 飞秒激光技术、非线性光谱、分子光谱等一个或多个背
景的相关专业，物理和化学均可

界面电荷转移动力学 1

泵浦探测技术，电镜，2D材料异质结制备和研究，半导

体光谱等一个或多个背景的相关专业，物理或化学背景
均可

多原子分子激发态动
力学

1 超快光学，光电子能谱等物理或者化学背景
吴国荣

wugr@dicp.ac.cn

量子化学计算 2 ab initio 或者 DFT的研究经历，有过渡金属体系或者

反应机理经验优先

樊红军
fanhj@dicp.ac.cn

直线加速器及自由电
子激光物理

1 粒子加速器及自由电子激光专业，有同步辐射经验优先
张未卿

weiqingzhang@dicp.ac.

cn
极紫外光束线 1 光学工程、精密机械、真空专业，同步辐射光源光束线

设计、运行、维护的经验者优先

大气化学 1

（1）实验专业博士后：具备真空、激光、质谱等相关

研究经验，具有实验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物理或化学
背景均可。（2）理论专业博士后：熟练使用

Gaussian，ADF等量化软件，具备一定的量子动力学理

论基础。物理或化学背景均可。

江凌

ljiang@dicp.ac.cn

纳米团簇结构与催化

反应活性关系研究
1

（1）实验专业博士后：具备真空、激光、质谱等相关
研究经验，具有实验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物理或化学

背景均可。（3）理论专业博士后：熟练使用

Gaussian，ADF等量化软件，具备一定的量子动力学理

论基础。物理或化学背景均可。

高效分离材料与技术

研究组
2801组

（郭志谋）

分离材料研究 2

1.有团队协作精神和团队领导能力；2.熟悉材料制备与
合成方法，熟悉常见化学实验操作或者熟悉常见的化学

分析、微纳米结构表征及光谱分析方法；3.受到过良好

的科研学习与锻炼，有创新精神；4.在本领域内第一作

者身份发表数篇高水平SCI论文，并可以独立开展科研
工作。 郭志谋 

guozhimou@dic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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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 研究方向 招收人数 对申请人背景要求 合作导师及联系方式
高效分离材料与技术

研究组

2801组

（郭志谋）

生物材料研究 1
1. 具备合成生物学及材料化学等相关专业背景；2. 在
本领域内第一作者身份发表数篇高水平SCI论文，并可

以独立开展科研工作。

郭志谋 

guozhimou@dicp.ac.cn

本草物质组与新药发

现研究组

2802组

（刘艳芳）

靶点筛选模型      
构建研究

2 具有良好的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相关背景，能独立
完成靶点模型的构建，有构建稳转细胞株的经验

刘艳芳
liuyanfang@dicp.ac.cn

受体生物学功能研究 2
35岁以下；具有靶点生物学功能研究的经验，探究靶点

与疾病的关系，具有肿瘤或神经系统疾病的研究经验，
具有较好的文章写作能力，工作踏实认真，有团队精神

靶点及活性化合物  

预测
3

35岁以下；具有靶标预测、分子对接、药效团模型构建

、虚拟筛选或成药性预测的经验，具有较好的文章写作
能力，工作踏实认真，有团队精神

新药研究 2
35岁以下；具有体内体外药效与药代的研究经验，具有

肿瘤或神经系统疾病的研究经验优先考虑，具有较好的
写作能力，工作踏实认真，有团队精神

中药蛋白质组研究组

2805组              

（李秀玲）

药物靶蛋白发现          2

1. 近期将获得博士学位或者已获得博士学位，有独立

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有写作和发表英文科技论文经

历；

2. 有责任心，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3. 符合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有关博士后管

理规定者。

李秀玲                  
lixiuling@dicp.ac.cn

翻译后修饰蛋白/肽的

富集材料
2-3

1. 近期将获得博士学位或者已获得博士学位，有独立

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有写作和发表英文科技论文经

历；

2. 有责任心，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3. 符合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有关博士后管

理规定者。

研究药物对信号通路

的影响
1-2

1. 近期将获得博士学位或者已获得博士学位，有独立

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有写作和发表英文科技论文经

历；

2. 有责任心，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3. 符合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有关博士后管

理规定者。

燃料电池系统与工程
DNL0301组            
（邵志刚）

再生燃料电池 1

电化学、催化、化工、材料等相关专业
邵志刚

zhgshao@dicp.ac.cn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2

碱性阴离子交换膜燃

料电池
2

醇类燃料电池及复合
电能源研究中心

 DNL0305组群        
（孙海）

燃料电池电催化剂研

究
1-2 电催化、工业催化、材料学相关专业，具有良好的中英

文表达能力，有相关研究背景者优先
董艳                  

dongyan@dicp.ac.cn
燃料电池膜电极研究 1-2 高分子材料、材料学相关专业，具有良好的中英文表达

能力，有相关研究背景者优先

直接醇类燃料电池 1-2

电化学、化学工程、高分子化学，具有

燃料电池或其他电池研发经验
王素力

suliwang@dicp.ac.cn

金属/空气燃料电池 1

直接醇类燃料电池复

合电源
1

燃料电池单池及电堆

模拟仿真
1-2 化学工程专业，具有Fluent或CFD等使用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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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 研究方向 招收人数 对申请人背景要求 合作导师及联系方式

先进二次电池
 DNL0306组           
（陈剑）

锂电池 / 新型二次电池 3
电化学（工程）、无机化学、有机化学、计算化学或材

料学相关专业。品行端正，热爱科研，认真细致，吃苦

耐劳，较强的独立工作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陈剑
chenjian@dicp.ac.cn

谱学电化学与锂离子

电池研究组
DNL0307组
（彭章泉）

谱学电化学         

（谱学电化学方法的

开发与应用研究）

2

锂二次电池表界面反应机制研究相关方向；或具备现场

谱学电化学（拉曼，红外，质谱，核磁，同步辐射等）

研究经历；或具备有机合成化学特别是有机氟化学研究

经历；必须具备良好的英文写作能力并且已发表相关高
水平代表作。

彭章泉
zqpeng@dicp.ac.cn

有机催化
DNL0601组            
（徐杰）

催化选择氧化 1

物理化学、催化化学、有机合成、高分子材料专业
徐杰

xujie@dicp.ac.cn

催化选择加氢 1

生物质催化转化 1

催化新材料制备应用 1

生物能源基础
DNL0602组            
（张宗超）

工业催化 1
物理化学、工业催化、化学工程或相关专业，熟悉多相

催化原理和相应化工设计原理，有使用高温高压反应器
的经历；具有很强的科研能力和扎实的实验技能

张宗超
zczhang@yahoo.com

能源化工     1
具有良好的催化研究背景，熟悉生物质化学和能源化工
相关领域，熟悉催化工艺及原理和相应反应器操作; 在
该领域内国际期刊发表过一定数量的研究论文

高分子材料制备 1

高分子或有机化学相关专业；具有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

能力，对生物质基化学和能源化工相关领域有一定了
解，发表过一定数量的研究论文；责任心强，工作积极

认真，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沟通能力

生物能源化学品
DNL0603组            
（王峰）

C-H键选择活化 2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专业背景

王峰                 
wangfeng@dicp.ac.cn

光催化合成 2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专业背景。有光催化研究背景

生物质催化转化 2 有机化学、工业催化、化学工程专业背景

纳米催化材料 2 材料化学、结构化学专业背景

固定床催化反应 2 工业催化专业背景，有相关固定床实验经历

生物质氢键选控与活
化DNL06T2                    
（路芳）

生物质催化材料 1 材料化学、工业催化专业背景
路芳    

lufang@dicp.ac.cn

生物质催化转化 1 有机化学，物理化学专业背景

烷烃转化新催化材料

及新过程
DNL0802组            
（田志坚）

能源化学 1
化学工程、物理化学等相关专业，实验技能扎实，发表

过高水平英文科技论文；从事过加氢催化剂开发、过程

模拟与开发、悬浮液相加氢等工作

田志坚
tianz@dicp.ac.cn

低碳烃综合利用及沸

石催化材料研究组

DNL0804组

（朱向学）

高效催化材料及催化

新技术研发
1

35岁以下，博士学位；催化化学、工业催化、化学工程

与工艺专业；具有较好的研究经历、工作积累和良好的

科研素质；具备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李秀杰                   
xiujieli@dicp.ac.cn;            

朱向学                  
zhuxx@dic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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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 研究方向 招收人数 对申请人背景要求 合作导师及联系方式低碳烃综合利用及沸

石催化材料研究组

DNL0804组

（朱向学）
高效催化材料及催化

新技术研发
1

35岁以下，博士学位；催化化学、工业催化、化学工程

与工艺专业；具有较好的研究经历、工作积累和良好的

科研素质；具备较强的沟通表达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李秀杰                   
xiujieli@dicp.ac.cn;            

朱向学                  
zhuxx@dicp.ac.cn

一碳化学与精细化工

催化
DNL0805组              
（丁云杰）

合成气催化转化或甲
烷催化活化

3 物理化学或工业催化或化学工程专业，博士学位期间有
催化剂制备，反应评价，催化剂表征等方面的工作经历

丁云杰
dyj@dicp.ac.cn

芳烃综合转化
DNL0808组                 
（许磊）

新过程及催化剂开发 2
专业要求：工业催化、化学工程或物理化学相关专业

能够独立承担研究课题，工作积极，认真负责，具有较
强团队合作精神

许磊
leixu@dicp.ac.cn

金催化剂设计与选择
氧化          

DNL0809组           

（黄家辉）

催化氧化研究       

（催化反应的控制与

评价，反应装置的搭
建、改造，以及协助

新项目的研究开发等

工作）

2~3 催化相关专业；具有催化氧化研究经验；能独立开展科
研工作，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黄家辉
 jiahuihuang@dicp.ac.cn

生物质转化与利用
（从事聚合物合成、

改性研究及放大应

用）

2~3 催化相关专业；具有生物质转化研究经验；能独立开展

科研工作，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高分子聚合物降解研

究                    

（分子筛催化剂合成
与放大，催化反应评

价，分子筛催化新项

目研究开发）

1~2
化学相关专业；具有聚合物合成或降解研究经验，或者

具有催化研究经验；能独立开展科研工作，具有良好的

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纳米催化 3 具有良好的多相催化基础知识，工作积极认真，有团队

合作精神。有贵金属催化研究经历者优先。

能源环境工程
DNL0901组                
（王树东）

VOCs吸附剂开发 1

化学工程或分离过程专业，具备分离材料合成与表征及
分离过程研究等相关技能，能够熟练撰写中英文科技论

文。

其他任职要求：良好的沟通和团队协作能力。有独立主

持或作为骨干参与重要科研项目经历者优先。年龄小于
40岁

王胜 
wangsheng@dicp.ac.cn                 

张纯希  

zcx68@dicp.ac.cn          

VOCs燃烧催化剂 1

化学工程或分离过程专业，具备催化材料合成与表征及
催化反应过程研究等相关技能，能够熟练撰写中英文科

技论文。

其他任职要求：良好的沟通和团队协作能力。有独立主

持或作为骨干参与重要科研项目经历者优先。年龄小于
40岁

王胜 

wangsheng@dicp.ac.cn                 

张纯希  

zcx68@dicp.ac.cn          

半导体用无机氧化物

材料制备
1

专业要求：化学工程、工业催化、分析和分离工程；

其他任职要求：年龄小于35周岁，熟悉无机材料制备、
分离分析等知识，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有

独立主持或者是作为骨干参与重要科研或者工程项目经

理优先

苏宏久suhj@dicp.ac.cn                 
张纯希  

zcx68@dicp.ac.cn          

医药级无机氧化物材
料制备

1

专业要求：化学工程、工业催化、分析和分离工程、有

机合成；

其他任职要求：年龄小于35周岁，熟悉无机材料制备、
分离分析等知识，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有

独立主持或者是作为骨干参与重要科研或者工程项目经

理优先

苏宏久suhj@dicp.ac.cn                 

张纯希  

zcx68@dic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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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 研究方向 招收人数 对申请人背景要求 合作导师及联系方式

能源环境工程
DNL0901组                
（王树东）

金属活性催化剂的制
备过程研究

1

专业要求：化学工程、工业催化；

其他任职要求：年龄小于35周岁，熟悉催化反应工程、
化工过程等知识，具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能

力，有独立主持或者是作为骨干参与重要科研或者工程

项目经理优先

苏宏久suhj@dicp.ac.cn                 
张纯希  

zcx68@dicp.ac.cn

废水处理工程组
DNL0902组            
（孙承林）

环境化学 1 博士期间从事高级氧化处理废水研究

孙承林
clsun@dicp.ac.cn

工业催化 1 博士期间从事工业催化剂研究

化学工程 1
化学化工或环境工程相关专业，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和

良好的实验技能，对环境工程研究较为熟悉，有独立思
考能力和较强的动手能力

微化工技术
DNL0903组               
（陈光文）

微化学工程与技术

1 化学反应工程、化工过程模拟、流体力学等专业

陈光文
gwchen@dicp.ac.cn

1 材料、有机、精细化工等专业

膜技术
DNL0905组             
（曹义鸣）

聚合物分离膜材料 1
博士学位，高分子合成、高分子化学及相关专业，有从

事膜技术研究经验者优先，能独立开展科研工作，具有
计划及实施能力，责任心强

曹义鸣
ymcao@dicp.ac.cn

膜材料工程
DNL0906组               
（任吉中）

膜材料与膜制备 1 具有高分子合成相关研究经历，能独立开展科研工作，
责任心强，具有合作与团队意识。

任吉中
renjizhong@dicp.ac.cn

催化燃烧研究组
(DNL0908) 稀土催化材料制备 1 催化反应工程专业

王胜
wangsheng@dicp.ac.cn

甲醇制烯烃国家工程
实验室/国家能源低碳

催化与工程研发中心
DNL12 部                       
（刘中民）

催化反应机理与理论
研究

2 物理化学，催化化学，理论化学

刘中民
zml@dicp.ac.cn

分子筛合成（机理、

新材料、新方法）
2 无机化学，材料化学，物理化学，工业催化

甲醇及其衍生物转化 2 催化专业

合成气转化 2 催化专业

烃类转化 2 催化专业

微流控芯片与材料合
成

2 材料化学、分析化学、催化化学

催化基础和催化新反
应探索

DNL1201组                    
（魏迎旭）

分子筛催化 1 物理化学或催化化学，具有分子筛合成和多相催化的研

究经历

魏迎旭
weiyx@dicp.ac.cn理论计算 1 物理、化学或相关专业，具有理论计算研究经历

固体核磁 1 物理、化学或相关专业，具有核磁共振波谱学研究经历

分子筛合成
DNL1202组            
（田鹏 ）

多孔催化材料制备 1 无机化学/物理化学等相关专业
田鹏

tianpeng@dic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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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 研究方向 招收人数 对申请人背景要求 合作导师及联系方式

 合成气转化

DNL1204组             
（朱文良）

合成气直接转化 1 具有物理化学或催化化学，有多相催化的研究背景

朱文良
wlzhu@dicp.ac.cn

甲醇/二甲醚转化 1 物理化学，催化化学，或交叉领域如材料科学，无机化

学等专业

 催化反应新过程开发

与放大
DNL1206组                   
（叶茂）

颗粒两相流模拟 1 化工、热能、流体力学、数学、物理及相关专业，有计

算流体力学模拟背景

叶茂
maoye@dicp.ac.cn

颗粒两相流测量 1 仪表、化工、热能、物理、电子及相关专业，具有电学
/光学/核磁成像研究背景

流态化 1 化工、热能及相关专业，具有流化床研究背景

催化反应工程 1 化学、化工及相关专业，具有催化过程微观反应动力学

/反应-扩散/传热传质研究背景

薄膜硅太阳电池研究

组

DNL1606组
（刘生忠）

大面积太阳电池研发 1

1.电子工程、物理、材料或相应专业;

2.熟悉太阳电池原理，具备较深厚的半导体物理理论与
实验基础；

3.近期即将获得博士学位或已获得博士学位,具备独立

科研能力，有写作和发表英文科技论文经历。

3.工作勤奋认真、具备较强的动手能力，热爱科学研究
、富有团队合作精神：

刘生忠

szliu@dicp.ac.cn

宽光谱捕光材料与光
催化组DNL16T2             

(章福祥）
太阳能光化学转化 3

博士学位，知悉太阳能光化学转化基本原理，具有较强
的材料设计合成能力，具有MOFs合成、(光)电催化反应

、电化学分析、时空原位分析表征或无机半导体结构调

控等之一研究经历；对水分解、二氧化碳还原或合成氨
等之一反应感兴趣；具有团队合作意识和独立开展研究

的能力。出站优秀者可优先留所。

章福祥            
fxzhang@dicp.ac.cn

储能技术研究部
DNL17                    

（李先锋 ）

电化学储能电池关键

材料与技术，包括液
流电池、锂/钠离子电

池、新型二次电池等

电化学相关领域。

10

近期即将获得博士学位或者已获得博士学位；具有物理

、化学、化工、电化学、材料、流体机械、化工机械、

机械设计与制造或化学工程等相关专业背景；工作认真

踏实，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能力、执行力；熟悉电化学
储能相关理论。

李先锋
lixianfeng@dicp.ac.cn

液流电池结构设计及

有限元模拟仿真
1~2

近期即将获得博士学位或者已获得博士学位；具有化工

、流体机械、化工机械、机械设计与制造或化学工程等

相关专业背景；工作认真踏实，具有较强的团队合作能

力、执行力；熟悉电化学储能相关理论。

复合氢化物材料化学
DNL1901组               
（陈萍）

计算化学 1 物理、化学或材料等相关专业，具有扎实的计算化学背
景和从事科学研究的热情

陈萍
pchen@dicp.ac.cn

化学工程 1 具有应用催化类专业，工作踏实认真，具有良好的团队

合作精神

储氢材料 1 物理、化学、化工等相关专业，具有储氢材料研究基础
和/或有国外学习/工作经历者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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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 研究方向 招收人数 对申请人背景要求 合作导师及联系方式

热化学研究组           

DNL1903组              

（史全）

量热仪器研制 1

低温量热仪器研制、高温量热仪器研制、量热功能测量
模块及快速量热技术开发。化学、物理、工程热物理、

机械、自动化或相关专业；30岁以下，吃苦耐劳，动手

能力强，具备良好的科研素质与团队合作精神，具有相

关研究经验者优先

史全

shiquan@dicp.ac.cn

相变材料热力学性质 1-2

相变材料合成、结构表征与热力学性质研究。化学、物

理、材料或相关专业；30岁以下，吃苦耐劳，具备良好

的科研素质与团队合作精神，发表过一定数量高水平研
究论文，具有相关研究经验者优先

新型相变功能材料 1-2

基于相变材料储热与控温特性，开展光、电、磁、高导

热、高焓值、柔性、多功能耦合等新型相变功能材料的

设计合成、性能表征与应用实验等研究工作。化学、物

理、材料或相关专业；30岁以下，吃苦耐劳，具备良好
的科研素质与团队合作精神，发表过一定数量高水平研

究论文，具有相关研究经验者优先

相变材料器件 1-2

相变材料储热、控温及多功能化器件设计与制作。化学

、物理、工程热物理、机械、自动化或相关专业；30岁

以下，吃苦耐劳，动手能力强，具备良好的科研素质与

团队合作精神，具有相关研究经验者优先

穆斯堡尔谱技术 
DNL2005                
（王军虎）

核共振谱学表征 若干
穆斯堡尔谱学、同步辐射核共振散射谱学、X射线吸收

精细结构谱学、纳米催化材料、原位催化表征技术

王军虎wangjh@dicp.ac.cn

高稳定催化材料 1
具有纳米催化材料及其实际应用和表界面科学研究基础

者优先

核磁技术
DNL2004组               
（艾选军）

蛋白质核磁共振 1

物理化学、生物化学、结构生物学等相关专业，具有丰
富的结构生物学相关研究经验；熟悉Linux操作系统；

有蛋白质核磁共振或液体核磁共振方法学研究经验者优
先。

艾选军

xai@dicp.ac.cn

纳米与界面催化组群

-碳基能源纳米材料

DNL2102组           

（潘秀莲）

纳米氧化物、分子筛

合成与应用
2 材料化学、无极化学、物理化学、化学工程等专业

潘秀莲 

panxl@dicp.ac.cn

催化相关谱学表征 1 物理、化学、材料、化学工程等专业
潘秀莲 

panxl@dicp.ac.cn

纳米与界面催化组群

-二维热电材料   

DNL2104组      

（姜鹏）

热电材料与器件研究 2

物理、材料、化学等相关专业，具有热电材料和器件制

备经验的优先考虑，工作认真、踏实、努力，有团队精

神。

姜鹏

pengjiang@dicp.ac.cn

纳米与界面催化组群

-碳基资源电催化转

化DNL2105组           

（汪国雄）

电催化研究 3
从事低温或高温CO2电解反应研究，包括催化剂和电极
制备、反应性能测试和产物分析等。电化学、催化化学

或材料科学等专业

汪国雄

wanggx@dicp.ac.cn

电催化反应和材料研
究

3

从事二氧化碳和甲烷转化等电催化反应和材料研究，包

括催化剂制备和表征、反应性能测试等。电化学、催化
、材料等相关专业

能源材料研究部

DNL22部
（周光远）

功能高分子材料设计

与应用
1

专业要求：高分子化学与物理、高分子材料或者材料专

业毕业，博士学位，从事能源材料领域优先，年龄30岁

以下

白玉

baiyu@dicp.ac.cn
聚烯烃材料制备合成

及应用研究
1

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有机金属化学或有机化学专

业，掌握高分子合成的相关知识及聚合物测试分析方

法，有配位聚合经验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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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组 研究方向 招收人数 对申请人背景要求 合作导师及联系方式

能源材料研究部

DNL22部
（周光远）

聚芳醚树脂合成及工

艺开发
1

有机合成、高分子物理与化学、材料学等相关专业，人

品端正，对工作认真负责。

白玉

baiyu@dicp.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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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Supervisor Field of 
research

Laboratory of Catalytic 
Chemistry(501) 

Prof. Wenjie Shen
(shen98@dicp.ac.cn)

Nanomaterials for 
Catalysis

Molecular Beam 
Reaction 

Dynamics(1101) 

Prof. Keli Han
(klhan@dicp.ac.cn

Molecular 
Reaction 
Dynamics

The Dynamics of 
Chemical Reaction in 
the Gas Phase and at 

Surfaces(1102)

Prof. Xueming Yang
(xmyang@dicp.ac.cn

Chemical Reaction 
Dynamics in Gas 

Phase

Chemical Raction 
Dyanmics at 

Surface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atalysts(1501)

Prof. Tao Zhang
(taozhang@dicp.ac.cn)

catalysis/chemical 
engineeri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atalysts(1502)

Prof. Aiqin Wang
(aqwang@dicp.ac.cn) molecular catalysis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atalysts(1502)

Prof. Weizhen Li
(weizhenli@dicp.ac.cn)

heterogeneous 
catalysis

Biomass Conversion 
Technology(1816) 

Prof. Zongbao Zhao
(zhaozb@dicp.ac.cn)

Bio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Biomass Utilization

Catalysis in C1 
chemistry and fine 

chemicals  (DNL0805)

Prof. Yunjie Ding
(dyj@dicp.ac.cn)

Heterogeneous 
catalysis

Membrane Material & 
Engineering 
(DNL0906)

Prof. Jizhong Ren 
(renjizhong@dicp.ac.cn)

membrane 
material and  
membrane 
preparation 

Hydrogen storage 
group(DNL1901)

Prof. Ping Chen
(pchen@dicp.ac.cn)

Chemicals for 
hydrogen storage 

and production

Simulation

http://sourcedb.dicp.cas.cn/yw/zjrck/200908/t20090820_2428109.html
http://sourcedb.dicp.cas.cn/yw/zjrck/200908/t20090820_2428091.html
http://sourcedb.dicp.cas.cn/yw/zjrck/200908/t20090820_2428010.html
http://sourcedb.dicp.cas.cn/yw/zjrck/200908/t20090820_2428112.html
http://sourcedb.dicp.cas.cn/yw/zjrck/200908/t20090820_2428101.html
http://sourcedb.dicp.cas.cn/yw/zjrck/200908/t20090820_2428107.html
http://sourcedb.dicp.cas.cn/yw/zjrck/200908/t20090820_2428051.html
http://sourcedb.dicp.cas.cn/yw/zjrck/200908/t20090820_2428041.html
http://www.english.dicp.ac.cn/04rese/07/group16.htm
http://www.english.dicp.ac.cn/04rese/02/group01.htm
http://www.english.dicp.ac.cn/04rese/01/group01.htm


Metal Oxides and 
Nitrides

Nano-structure 
Functional Materials 

Lab(DNL 19T2)

Prof. Minghui Yang
(myang@dicp.ac.cn)

Nanomaterials for 
Catalysis

Surface Chemistry and 
Catalysis(502 

&DNL21)
Prof. Xinhe BAO (xhbao@dicp.ac.cn)

surface chemistry

Catalysis

2D Materials and 
Energy Catalysis 

(05T6)

Prof. Dehui Deng (dhdeng@dicp.ac.cn) Heterogeneous 
catalysis

Molecular Catalysis & 
In-situ Characterization 

Group (503)

Prof. CanLi
(canli@dicp.ac.cn)

Prof. Zhaochi Feng
(zcfeng@dicp.ac.cn)

Spectroscopy and  
Catalysis

Prof. Yan Liu
(yanliu503@dicp.ac.cn)

Division of solar 
energy,Dalian National 

Laboratory of Clean 
Energy (DNL16)

Prof. CanLi
(canli@dicp.ac.cn)

Prof. Jingying Shi
 (jingyingshi@dicp.ac.cn)

Solar Energy 
Utilization

Prof. Xu Zong
  (xzong@dicp.ac.cn)

Prof. Xin Guo
 (guoxin@dicp.ac.cn)

Prof. Fengtao Fan
(ftfan@dicp.ac.cn)

Prof. Hongxian Han
(hxhan@dicp.ac.cn)

Biomimetic Catalysis 
and Synthesis (02T4)

Prof. Qing-An Chen
(qachen@dicp.ac.cn) homogeneous catalysis

Semiconductors-based 
photocatalysis of solar 

energy 
conversion(DNL16T2)

Prof. Fuxiang Zhang 
(fxzhang@dicp.ac.cn) Inorganic chemistry or photocatalysis

http://sourcedb.dicp.cas.cn/yw/zjrck/201403/t20140305_4046239.html
http://sourcedb.dicp.cas.cn/yw/zjrck/200908/t20090820_2428105.html




Main task for post-doctorate research Candidate qualification

Size and shape control of catalyst particles Materials Sciences

In situ characterization of catalysts Electron Microscopy

Reaction mechanism and kinetics Heterogeneous Catalysis

The Chemical Reaction Dynamics of Complex System in 
Condensed Phase

Laser Spectroscopy, Molecular 
Reaction Dynamics

Theory Study of Excited States and Nonadiabatic Processes of 
Complex System

Quantum Chemistry or Molecular 
Dynamics Computation

The Dynamics of Elementary Chemical Reactions

Background in Physcal Chemistry or 
Chemical Physics

The Dynamics of Elementary Chemical Reactions and 
Photochemical Reactitions on Surfaces

biomass conversion Ph.D in chemistry related fields

molecular catalysis by transition metal clusters Ph.D in chemistry related fields

catalysts design and catalytic reaction kinetics study Ph.D in chemistry related fields

Synthesis and application of chemical probes Bioorganic Chemistry or Synthetic 
Organic Chemistry

Energy metabolism engineering, with special focus on controlling 
redox cofactor availability Molecular Biology or Microbiology

Pathway engineering, with special focus on fatty acid pathway 
and isoprenoid pathway Molecular Biology or Microbiology

Study on the catalysts and kinetics for mixed alcohols synthesis 
from syngas. PhD in heterogeneous catalysis

The preparation of mixed matrix membranes for CO2 separation Chemical Engineering, Polymer 
material

Liquid hydrides dehydrogenation Background in catalysis or organic 
chemistry

Surface catalysis modeling or materials design and prediction Background in Physics or Materials 
science



Photocatalysis, Gas sensor and Crystalline structure analysis Ph.D in chemistry related fields

Structure and activity of model oxide surfaces Background in Surface Physics or in 
Surface Chemistry 

C-H activation, CO and CO2 conversion Background in Catalysis 
(homogeneous or heterogeneous). 

Activation or conversion of small energy molecules (O2, H2, H2O, 
CO, CO2, CH4 or CH3OH).

Background in Catalysis or 
Materials (Experiment or Theoretical 

Calculation) Raman optical activity spectroscopy; UV Raman Spectroscopy; 
Theoretical Calculation Spectroscopy, Quantum Mechanics

Chiral catalysis on the water/oil interface Heterogeneous/Homogeneous 
Catalysis, organic chemistry 

DNA/RNA catalysis Chemical biology, Biology, 
Biocatalysis

photoelctrochemical solar-to-chemicals conversion photoelectrocatalysis/electrocatalysi
s/photocatalysis

Solar energy converion and storage via photoelectrochemical or 
photocatalytic approaches;
Solar hydrogen production via photovoltaic-electrocatalytic 

Physical chemistry, 
Electrochemistry, Material science, 
Chemistry

Organic solar cells: Synthesis of organice/polymer 
semiconductors, fabrication of organic solar cells
Perovskite solar cells: Development of hole/electron transport 
material; Improvement of efficiency and stability for perovskite 
solar cells; 2D perovskite materials and solar cells

Organic electronics, Organic 
synthesis, Materials science, Device 
physics, Experiences in fabrication 
of various novel solar cells, 
perovskite materials

Photocatalysis characterization; Atomic Force Microscopy; 
Charge separation  

Heterogeneous Catalysis/ 
Semiconductror Physics 

Novel strategies for efficient charge separation and transfer
Photocatalysis or 
photoelectrochemistry plus 
spectroscopic study

Near-infrared water oxidation photocatalysts for photodynamic 
therapy

Upconversion photocatalysts or 
photodyanmic therapy

Semiconductor-molecular catalyst hybrid artificial photosynthesis 
system

Organic-inorganic hybrid 
photocatalysts

Novel photocatalysts for water splitting or CO2 reduction Nanomaterial synthesis and 
characterization

Mechanisms of photocatalytic and photoelectrocatalytic water 
splitting or CO2 reduction reactions

Semiconductor or molecular 
photocatalysts plus spectroscopic 
study

Ultrafast sepctroscopic  study on photo(electro)catalytic 
mechanism 

Spectroscopy, 
Photo(electro)catalysis

Materials investigation in artificial photosynthesis (H2O splitting, 
N2 fixation and CO2 reduction etc.) 

Material Science, Chemistry, 
Homogeneous Catalysis, 
Photocatalysis

Mophology engineering of photocatalyst for solar energy 
conversion

Photocatalysis, Material Science, 
Chemistry

Cocatalyst in artificial photosynthesis Photocatalysis; 
Electrochemistry;Chemistry

Asymmetric and Biomimetic Catalysis Ph.D in chemistry related fields

solar to chemical energy conversion: water splitting to produce 
hydrogen; reduction of CO2  or synthesis  of ammonia

Background in coordinated 
chemistry, synthesis of inorganic 
nanomaterials, electrocatalysis or 
photocatalys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