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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研究方向 

高爽 女 sgao@dicp.ac.cn 研究员 博导 绿色氧化 

刘健 男 jianliu@dicp.ac.cn 研究员 博导 
纳米反应器的构筑，二氧化碳的资源化利用，能源

材料，多孔材料 

曹旭鹏 男 c_x_p@dicp.ac.cn 研究员 硕导 微藻利用 CO2 及含氮废水培养 

张万生 男 wszhang@dicp.ac.cn 研究员 硕导 化学推进催化材料 

李为臻 男 weizhenli@dicp.ac.cn 研究员 博导 工业催化 

李宁 男 lining@dicp.ac.cn 研究员 博导 木质纤维素航空生物燃料的催化合成 

刘晓艳 女 xyliu2003@dicp.ac.cn 研究员 博导 环境催化 

罗文豪 男 w.luo@dicp.ac.cn 副研究员 硕导 
生物质转化，双功能催化剂设计与合成，C1 资源小

分子转化 

李昌志 男 licz@dicp.ac.cn 研究员 硕导 生物质转化 

王晓东 男 xdwang@dicp.ac.cn 研究员 博导 烷烃催化转化、环境催化、耐高温新型催化剂开发 

侯宝林 男 blhou@dicp.ac.cn 副研究员 硕导 催化反应工程 

林坚 男 jianlin@dicp.ac.cn 项目研究员 硕导 工业催化 

郑明远 男 myzheng@dicp.ac.cn 研究员 博导 生物质能源催化，催化加氢 

庞纪峰 男 jfpang@dicp.ac.cn 副研究员 硕导 生物质催化转化 

尹恒 男 yinheng@dicp.ac.cn 研究员 博导 生物化工 

赵宗保 男 zhaozb@dicp.ac.cn 研究员 博导 能源生物技术 

周利 男 zhouli@dicp.ac.cn 研究员 硕导 氢燃料电池 

孙海 男 sunhai@dicp.ac.cn 研究员 博导 醇类燃料电池 

陈剑 女 chenjian@dicp.ac.cn 研究员 博导 二次电池 

王素力 女 suliwang@dicp.ac.cn 研究员 博导 电化学、化学工程、新型电解质材料 

王二东 男 edwang@dicp.ac.cn 研究员 博导 金属燃料电池，新型二次电池 

朱向学 男 zhuxx@dicp.ac.cn 研究员 博导 工业催化/烃类转化 

李秀杰 女 xiujieli@dicp.ac.cn 研究员 博导 工业催化/多孔材料合成 

刘盛林 男 slliu@dicp.ac.cn 研究员 博导 石油化工，分子筛合成 

丁云杰 男 dyj@dicp.ac.cn 研究员 博导 工业催化，煤化工，精细化工 

卢巍 男 luwei@dicp.ac.cn 副研究员 硕导 工业催化 

严丽 女 yanli@dicp.ac.cn 研究员 博导 碳一化学和精细化工 

黄声骏 男 huangsj@dicp.ac.cn 研究员 博导 多孔催化剂合成及其应用 

尧超群 男 superyao@dicp.ac.cn 副研究员 硕导 化学工程，微化工技术 

杨梅 女 yangmei@dicp.ac.cn 副研究员 硕导 流动化学，微反应技术 

曹义鸣 男 ymcao@dicp.ac.cn 研究员 博导 化学工程与技术 

康国栋 男 kangguod@dicp.ac.cn 研究员 博导 膜分离 

任吉中 男 renjizhong@dicp.ac.cn 研究员 博导 膜分离 

李晖 女 lihui@dicp.ac.cn 正高工 硕导 膜分离 

王胜 男 wangsheng@dicp.ac.cn 研究员 博导 能源与环境催化 

程昊 男 chh@dicp.ac.cn 研究员 硕导 环境催化 

徐舒涛 男 xushutao@dicp.ac.cn 研究员 博导 工业催化 

李春林 男 chunlnli@dicp.ac.cn 副研究员 硕导 微流控材料 

郭鹏 男 pguo@dicp.ac.cn 项目研究员 硕导 工业催化剂结构表征 



赵银峰 男 yfzhao@dicp.ac.cn 副研究员 硕导 烷烃脱氢 

刘勇 男 yongl@dicp.ac.cn 副研究员 硕导 加氢反应，合成气转化 

徐庶亮 男 shlxu@dicp.ac.cn 副研究员 硕导 化工流体力学/多相流测试 

袁治章 男 yuanzhizhang@dicp.ac.cn 副研究员 硕导 储能电池 

张洪章 男 zhanghz@dicp.ac.cn 研究员 博导 高比能量电池 

李先锋 男 lixianfeng@dicp.ac.cn 研究员 博导 电化学储能 

郑琼 女 zhengqiong@dicp.ac.cn 副研究员 硕导 锂/钠离子电池关键材料研究 

刘涛 男 liutao@dicp.ac.cn 副研究员 硕导 液流电池关键材料 

何腾 男 heteng@dicp.ac.cn 研究员 硕导 储氢材料 

史全 男 shiquan@dicp.ac.cn 研究员 博导 量热技术与相变材料 

李慧 男 hui.li@dicp.ac.cn 研究员 博导 氢气分离与纯化 

位健 男 weijian@dicp.ac.cn 副研究员 硕导 二氧化碳催化转化利用 

刘岳峰 男 yuefeng.liu@dicp.ac.cn 副研究员 硕导 纳米碳催化、C1 化学化工、原位电镜 

杨冰 男 byang@dicp.ac.cn 副研究员 硕导 催化剂设计与原位电镜表征 

王军虎 男 wangjh@dicp.ac.cn 研究员 博导 高级氧化技术和原位穆斯堡尔谱学 

汪国雄 男 wanggx@dicp.ac.cn 研究员 博导 电催化、电化学工程、二氧化碳电化学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