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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执行情况定期检查暨第二、四课题组汇报会在浙江大学召开 

“新型高容量储氢材料的关键基础科学问题研究”973 项目课题执行情况定期

检查暨第二、四课题组汇报会于 2010 年 4 月 24 日在浙江大学召开。 

中国科学院院士、项目专家组组长张泽教授，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朱敏教授，

项目专家组成员复旦大学孙大林教授，课题四负责人浙江大学潘洪革研究员，以及

第二、三课题组骨干安徽工业大学张庆安教授、华南理工大学赵宇军教授、浙江大

学王新华研究员、刘宾虹研究员、华南理工大学王辉副教授和浙江大学刘永锋副研

究员、高明霞副教授和第四课题组部分成员参加了本次汇报会。 

会议期间，首席科学家朱敏教授首先介绍了项目的全面执行情况，接着第二、

四课题组相关人员分别就所承担任务的目前进展情况进行了报告。第二课题组重点

针对 NaAlH4、MgH2 和 LiBH4 等轻金属基高容量储氢材料的尺度效应开展工作。合

成了纳米碳管约束的 NaAlH4，有效抑制了 NaAlH4 在可逆吸放氢过程中的颗粒长大

以及 Al 的结聚，有效改善体系的可逆吸放氢性能及其吸放氢循环稳定性。系统研

究了 SBA-15 介孔材料负载的 LiBH4 的放氢性能，有效降低其放氢温度。利用

XRD-Rietveld 方法详细研究 La4MgNi9 化合物的晶体结构及其晶胞参数，揭示了不

同结构堆垛的形成机理。第四课题组系统研究了 LiNH2-MgH2 体系的吸放氢性能及

其反应机理，并通过增加有效缺陷、协同催化等技术，改善了 Mg(NH2)2-2LiH 体系

的吸放氢动力学。探索了高压球磨预处理 LiH-B 合成 LiBH4 的新方法，LiBH4 形成

温度比文献报道的温度值降低了近 250ºC。开发了一种放氢量高达 14wt%的锂基氨

基硼烷化物。相关研究成果分别发表在 Chem. Commun.、Chem. Eur. J.、Chem. Mater.、

Inorg. Chem 等学术期刊上，同时申报 4 项国家发明专利。 

课题汇报期间，项目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项目专家组成员和学术骨干就

相关报告内容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张院士建议项目成员应该开阔研究思路，充分利

用现有的先进技术，从不同侧面来开展相关研究；研究应该紧紧围绕项目（和课题）

的科学问题开展重点攻关；课题组之间（包括课题组的老师、同学之间）要多进行

交流活动，以集思广益，相互促进。项目首席科学家也建议在下一步研究工作中，

研究体系不宜铺开太大、太广，要集中力量，争取在 1-2 个体系上有所突破。此外，

会议还就项目半年度和年度汇报活动安排以及国际学术交流，特别是明年在我国举

办的第一届亚洲储氢材料学术研讨会的进展情况等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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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金属—氢体系国际交流会”在莫斯科举行 

第十届“金属—氢体系国际交流会”（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etal-Hydrogen Systems）于 2010 年 7 月 19 日至 7 月 23 日在俄罗斯莫斯科召开，

本次大会共有 290 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参加，我国共有 12 人参加，其中 9

人是 973 项目“新型高容量储氢材料的关键基础科学问题研究”项目学术骨干。他们

是南开大学袁华堂教授、王永梅教授、王一菁教授、焦丽芳副教授，浙江大学陈立

新教授、高明霞副教授、刘永锋副研究员、肖学章副教授以及复旦大学余学斌教授。 

 
项目学术骨干部分参会人员在莫斯科合影 

在 973 项目交流会上，全体与会人员介绍了第十届“金属—氢体系国际交流会”

的情况。袁华堂教授等表示通过参加本次会议，掌握了世界各国在储氢材料领域的

最新研究动态及研究进展。本次国际交流会共接收论文约 400 篇，袁教授通过分析

论文主要研究内容后表示总的趋势是在传统体系的基础上，很多储氢材料领域的工

作者都在大力探索新型材料。 

“新型高容量储氢材料的关键基础科学问题研究”973 项目第一届交流

会在沈阳召开 

“新型高容量储氢材料的关键基础科学问题研究”973 项目第一届交流会于

2010 年 8 月 12 日在沈阳召开，本次会议由第五课题组承担单位中国科学院沈阳金

属研究所承办。 

首席科学家朱敏教授，项目专家组成员中科院沈阳金属所成会明教授、南开大



“新型高容量储氢材料的关键基础科学问题研究”973 项目工作简报         总第 3 期 

  3

学陈军教授、复旦大学孙大林教授、北京大学李星国教授，五位课题负责人、部分

学术骨干及项目成员约 30 余人参加了本次项目交流会。 

首席科学家朱敏教授在会上表示希望通过本次项目交流会加强各课题之间的

交流与合作，通过深入交流激发灵感而寻找到新的方向，同时可避免重复工作，将

有限的研究力量投入到更具有发展前景的工作。随后，各课题负责人针对各课题的

研究内容汇报了已取得的进展及在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汇报交流期间，首席

科学家、项目专家组成员和学术骨干就相关汇报内容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各课题负责人汇报工作结束后，首席科学家、项目专家组成员和学术骨干展开

了热烈的讨论，项目专家成会明分析了国内外对储氢材料和燃料电池等新能源材料

的研究趋势，他表示国外的大环境尤其是美国对储氢材料研究的热衷度降低，如何

使我国储氢材料的研究水平领先于世界各国需要深入探讨，另外成会明教授指出各

课题均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论文数量也已经超出预期成果，但是仍然存在体系庞

杂且互有交叉的问题，因此各课题应该凝练研究课题、明确分工与合作，同时加大

现有领域和方向上的拓展，并深入挖掘出其工程价值，最后成会明教授提出今后项

目交流会汇报形式和内容需要做进一步的改进，加强交流以实现研究思想的碰撞，

进而推动项目的突破性进展。项目专家陈军教授也提出了很宝贵的意见，他表示近

几年内储氢材料的规模化应用很难实现，但是氢能仍旧是将来能源革命的重大方向，

他提出项目组在针对实际应用方面，对所研究材料的材料提供包括含氢量、耗能、

耗材等全方面的数据支撑，进而为将来国家在实际应用中提供技术支撑，另外陈军

教授表示在今后的研究中需注重加强实验与理论计算的结合，理论计算工作与实验

工作相互促进相互指导，最后他希望将来的交流工作中让研究第一线的人发言，专

家及学术骨干可以直接接触到接触到在实际研究中所遇到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法，

项目交流会会议现场                                          学术骨干汇报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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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推动研究的进展。 

首席科学家朱敏教授在总结本次项目交流会时表示目前各课题的研究按照原

来设计的内容进入轨道，学术论文的发表、申请的专利及人才的培养已经达到预期

目标，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较为严峻的国际研究背景下，如何构建有我们自

己特色的体系；目前研究涉及的体系很多，如何从整个循环能耗、国家战略资源、

可行性等层面确定出较为有前景的体系并进行集中攻关；在考虑应用目标时，应突

出氢能应用的特色，不仅仅是在燃料电池，在发电蓄能等方面也需考虑，另外要考

虑实际应用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第一课题组南开大学研究小组在《Adv.Funct.Mater》期刊发表关于

(LiNH2)6-LiH 纳米簇及 Na、K、Mg 阳离子取代脱氢反应的研究成果 

Adv.Funct.Mater.杂志最近刊发了“新型高容量储氢材料的关键基础科学问题研

究 ”——973 项目第一课题组陈军教授研究小组与其合作者的研究论文 

(Adv.Funct.Mater, 58 (2010) 866–874.)，报导了他们关于(LiNH2)6-LiH纳米簇及 Na、

K、Mg 阳离子取代簇脱氢反应的最新研究成果。 

 
陈军教授研究小组采用从头计算分子轨道理论的密度泛函理论计算，研究了

(LiNH2)6-LiH 纳米簇和 Na、K、Mg 阳离子取代簇的脱氢反应，动力学的结果表明，

氨基化物生成氨气的反应具有一个较高的活化能垒 167.0 kJ/mol，是(LiNH2)6-LiH

纳米簇脱氢过程的速控反应。对于 (NaNH2)(LiNH2)5 、 (KNH2)(LiNH2)5 和 

(MgNH)(LiNH2)5簇，速控反应的活化能减小，分别为 156.8, 149.6 and 144.1 kJ/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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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Na/K 阳离子取代，仅使与 Na/K 阳离子相连的 NH2 基团变得不稳定，这表明

Na/K 阳离子取代是一个短程的作用。而 Mg 阳离子取代，能够影响簇中所有的 NH2

基团，同时导致了 Li 和 NH2 基团之间的离子键增强和 N-H 共价键的减弱。此外，

Mg 阳离子取代还减弱了 N 的孤对轨道对 Li 的 p 轨道反馈所形成的 Li-N 共价键。 
该研究工作获得高度评价，杂志编辑评价道：“This manuscript by Chen’s group 

shows an excellent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for understanding the dehydrogenation 

reactivity of (LiNH2)6-LiH nanoclusters and Na, K, Mg cation substituted 

nanoclusters...... ”以及“The present results should shed light on designing chemical 

nanohydrides with the control of hydrogen release......” 

第四课题组潘洪革教授研究小组在《Chemistry-A European Journal》
杂志发表关于 LiNH2/MgH2体系的吸放氢性能及其机理的研究成果 

金属氮氢化物储氢材料是目前国际上高容量储氢材料的热点研究方向之一，其

中 Li-Mg-N-H 体系由于具有良好的综合储氢性能而备受关注。摩尔比 1:1 的

LiNH2-MgH2 复合体系的氢含量高达 8.2wt%，但在该体系储氢材料的研究中，目前

存在理论计算和实验结果不符、不同研究小组的实验结果不尽相同的问题。近期，

浙江大学潘洪革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通过对不同球磨时间处理的 LiNH2-MgH2(1:1)

复合体系的系统研究，采用准原位技术跟踪不同球磨和加热阶段的体系组成、结构

的变化和放氢量。研究发现，球磨过程中，LiNH2 和 MgH2 之间首先发生置换反应，

转变为 Mg(NH2)2、LiH 和 MgH2 混合物，由于 Mg(NH2)2-MgH2之间是一个热力学

有利但动力学能垒较高的反应，而 Mg(NH2)2-LiH 之间是一个热力学和动力学适中

的反应，使得高能球磨过程中Mg(NH2)2易于与MgH2反应，而加热过程中Mg(NH2)2

易于与 LiH 反应，从而导致该体系材料的放氢过程与球磨处理密切相关。这一结果

澄清了 LiNH2-MgH2(1:1)复合体系在球磨及加热过程中放氢反应机理，很好地解释

了国际上不同研究小组报道的不同实验结果。该研究成果发表在 Chemistry-A 

European Journal, 2010, 16, 693-702 上，审稿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The 

seemingly simply two-component hydrogen storage system is complicated by the 

metathesis reaction between LiNH2 and MgH2, which is exothermic according the 

theoretical prediction. Various results obtained from different authors could be caused by 

the competition reactions among the chemical species as well as metathesis r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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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has been pointed out by the authors in the sections of introduction and discussion. 

This paper presents an interesting approach to the elucidation of the chemical 

occurrences caused by mechanochemical and thermal treatments.”并获邀为 J. Mater. 

Chem.撰写相关方面的综述论文。 

陈萍教授研究小组发表多篇关于轻金属复合材料研究的论文 

第四课题陈萍教授团队深入开展轻金属复合材料的研究，取得大量可喜的研究

成果。其中蔡永胜、熊智涛、吴国涛、吴成章等人的论文《Synthesis, structure and 

dehydrogenation of magnesium amidoborane monoammoniate》发表于期刊《Chemical 

Communications》，论文《Interaction of ammonia borane with Li2NH and Li3N》发表

于期刊《Dalton Trans》，《Stepwise Phase Transition in the Formation of Lithium 

Amidoborane》发表于期刊《Inorganic Chemistry》，《LiNH2BH3. NH3BH3 : Structure 

and Hydrogen Storage Properties.》发表于期刊《Chemistry of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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