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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连化物所简要介绍 

集基础、应用及开发研究、以承担国家 
重大项目为主的综合性化学化工研究所 



历史沿革 

1949年建所 

1952年中科院工业化学研究所 

曾先后分建了3个研究所： 
兰州化物所（1958） 
山西煤化所（1961） 
七机部42所（1971） 

1954年中科院石油研究所 

1970年中科院大连化学物
理研究所（DI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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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 

共有约2200人在所工作和学习 

研究生教育（〜1000） 研究队伍组成（〜1200） 

（截至2015年11月） 

院士, 13

正高, 156

副高, 407
中级, 334

初级, 76

其他, 58

博士后, 

111

博士研究生, 

541
硕士研究生, 

268

联合培养研究

生,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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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国家级奖励9项，省部级奖励28项。 

论文：发表SCI论文4200余篇，其中 Science 9篇，Nature及子刊15篇。 

专利：专利申请3363项，授权1099项。 

技术转化：50余项技术得到工业规模应用，实现专利转移、转化300余件。 

 

“十二五”验收：7项成果入选科学院“双百”；2项成果获得院“十二五”

标志性成果。 

 

“一三五”国际评估：大连化物所是国内顶尖研究所，相当部分科学研究

工作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打造了以甲醇制烯烃和全钒液流电池技术为例的

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工业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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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研究所主要产出及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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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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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发展定位 

    以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为平台，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在化石资源优

化利用、化学能高效转化、可再生能源等洁净能源领域，持续提供重大创新性理论

和技术成果，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建设世界一流研究所。 

知识产权战略 

在关键领域形成引领技术发展的自主知识产权，为研究所发展

战略的实施提供法律保障。 



修订与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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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知识产权的管理规定 
2. 专利管理办法 
3. 专利管理实施细则 
4. 专利奖励实施细则 
5. 离职或退休知识产权协议 
6. 科技成果奖励实施细则 
7. 知识产权合同的管理办法 
8. 知识产权档案建档规范 
9. 知识产权专员管理办法 
10.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工作条例 
11.专利电子化管理实施细则 
12.专利信息检索和分析系统使用规定 
13.关于专利分级制度的规定 
14.专利申请采用ARP知识产权模块的规定 
15.专利工作奖励管理办法 

1.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规定 
2.研究室科技开发工作管理规定 
3.专利工作管理的有关规定 
4.科研成果及专利技术奖励有关 
  规定 
5.离职或退休知识产权协议 

规章制度（2014年） 规章制度（2006年） 

    规范专利申请、维护及运用的操作过程，根据实际操情况推出
新的规章制度，对现有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进行系统修订和细化。 



实施专利申请计划、引导专利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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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开始制定专利申请计划并跟踪实施情况，指导研究组根据项
目进度和完成情况及时申请专利保护，有计划地进行专利策划与布局。 
 通过培训和宣传引导，申请专利的研究组从48个增加到70个，初步
形成了重视专利保护氛围，逐渐养成自觉意识，基础研究开始重视保护。 
 2014年申请数超过50件的由2010年的0增加到5个组，重要的应用 
项目逐步加强了专利布局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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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来研究组专利申请趋势变化 2015年1--10月份申请400多件，授权200余件 



2012年在全院率先导入院ARP知识产权模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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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开始，我所所有的专利申请、授权、中间文件都录入
到ARP的知识产权模块，科技处统一提取数据。 



强化和激励知识产权工作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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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题申请方面，强化知识产权检索分析的结果 

调整考核体系中授权专利的权重 

在研究组中强化发表论文前的专利申请制度  

院专利授权奖励资金进行1:1匹配之后发给研究组  



建立点面结合的知识产权培训与宣传体系 

每年组织全所、研究组、知识产权专员不同范围的知识产权培训
、知识产权竞赛及对外交流和宣传等活动。知识产权讲座历经16
讲，发放资料近千份，参加人数近千人次，收到积极效果。 

技术转移过程中的
知识产权问题  

专利复审与无效 

PCT及美国专利申请
策略  

知识产权经营与案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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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培训情况 



深化点面结合的知识产权培训体系建设 

3月22日下午科技处
在航天楼三楼会议室举
专利撰写培训,科技处杜
伟和代理人马驰做了报
告，介绍了专利管理流
程，答复审查意见中的
问题、权利要求、实施
例撰写方法，并结合具
体案例进行了讲解，最
后，1501组职工与马驰
老师进行了讨论。 

2012年培训情况 

1.主办大连市知识产权论坛，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做主题报告 

2.全年举办所级知识产权培训7次，研究组层面培训9次，收到良好效果 

3.组织参加大连市知识产权竞赛及对外交流和宣传等活动 



报告提纲 

15 

一、大连化物所简要介绍 

二、知识产权管理的实践 

三、成果转移转化的实践 

四、思考与交流 



大连化物所技术转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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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领导 

研究单元 

催化基础国家重点实验室 

分子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仪器分析化学 

精细化工研究室 

应用催化研究室 

现代化工研究室 

低碳催化与工程 

生物技术研究部 

燃料电池研究室 

化学激光研究室 

航天催化与新材料 

工程中心 

国家催化技术工程中心 

国家膜技术工程中心 

国家燃料电池及氢能 

技术工程中心 

甲醇制烯烃国家 

工程实验室 

 

持股企业 

大连凯飞化工 

大连凯飞化学   

天邦膜技术国家工程中心   

大连依利特分析仪器   

大连凯华新技术工程   

大连智鑫科技   

大连科纳科学技术    

大连圣迈化学   

大连新源动力股份   

沈阳新松维尔康科技   

大连东方进出口 

新兴能源 

机关职能部门 科研支撑部门 



大连化物所技术转移工作模式 

17 

知识产权许可转让 重要模式（技术增值） 

如：干气制乙苯、软件的著作权许可等 

技术作价入股创办公司 

战略合作及联合实验室 
 

主要模式（引入投资和管理团队） 

如：DMTO，天邦公司 

主要模式（知识产权运营重要方式） 

如：中国石油、中海油、延长集团、英国石油    

       公司、三星公司 

企业技术委托开发 早期技术突破（联合创新） 

如：中石化、索普、威高 



应用成果引领行业发展 

近5年应用成果规模工业转化五十余项 

甲醇制烯烃技术（DMTO） 180万吨/年工业装置 

干气制乙苯技术 20套百万吨级工业装置 

润滑油基础油加氢异构脱蜡 20万吨/年工业装置 

液化气芳构化生产高辛烷值汽油 20万吨/年工业装置 

合成气制石脑油和柴油 工业性中试阶段 

丙烯水合制异丙醇技术 万吨级工业应用 

新型对二甲苯氧化催化剂 万吨级工业应用 

低碳烃与轻芳烃生产高品质油品  万吨级工业应用 

合成吡啶高性能催化剂 万吨级工业应用 

乙醇胺临氢氨化制乙二胺 万吨级工业应用 

1,4-环己烷二甲醇生产成套技术 万吨级工业应用 

含氧煤层气催化脱氧技术 亿立方级工业装置 

系列选择性SCR脱硝技术 工业应用 

金属钯复合膜高效氢分离 实现工业化 

磷酸二氢铵生产微反应技术 万吨级工业应用 

工业废水处理新技术 30余项工程应用 

天然气脱CO2中空纤维膜接触器 工业性中试阶段 

分子筛膜有机物脱水技术 万吨级工业应用 

全钒液流储能电池 百千瓦级并网测试 

直接甲醇燃料电池 军方应用 

燃料电池发电系统 军民应用 

葡萄糖-山梨醇转化制多元醇 20万吨/年工业装置 

紫外拉曼光谱仪 商业推广 

微型固态吸附萃取器 商业产品 

离子迁移谱仪 商业产品 

血液净化材料制备技术 通过许可证审查 

系列寡糖生物农药 产品应用 

降血压功能的鹿血活性肽 产品应用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国民经济主战场” 

 近5年来，累计实现专利技术转移、转化300多项；共实现知识产权转移、转化收入超过10亿
元，国际合作方面的收入近2亿元 18 



设立煤代油基金，加强基础研究 

针对问题：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脱节 

 

采取措施：设立1亿元煤代油基金。其中，9000万来源于DMTO技术的

分红收益；1000万来源于重点实验室运行费。目的：引导基础研究围绕

国家重大需求进行探索，提升应用研究对基础科学问题的理解，促进原

创性重大成果产出。 

 

目前进展：累计资助项目17个，累计资助金额1500万元。 

 

取得效果：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科研人员联合申请课题，共同攻关。在

研究所内部形成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协同创新，交叉融合的氛围。 



召开产业化工作会议，强化产业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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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嘉宾： 

曹湘洪（原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副总裁） 

张积耀（原延长石油集团总经理） 

顾宗勤（石油与化工规划院院长） 

李惠民（长兴岛经济区管委会副主任） 

尚建选（陕煤集团副总经理） 

罗万明（陕西延长石油总工程师） 

蒲延芳（三聚环保副总经理） 

尚建选（陕煤集团副总经理） 

刘   昱（中石化洛阳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 

杨庆兰（中国寰球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 

效果：所内200余名职工、学生参加会

议，并与报告嘉宾交流讨论。会后在《

化物生活》刊登多篇心得体会。 

针对问题：被市场认可的成果少；科研人员对产业化理解不够 

采取措施：工业会技术开发及产业化会议（2014年） 

                     煤制烯烃产业高端论坛（2015年） 



完善科研评价体系，强调重大产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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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问题：原始创新能力不足；被市场认可的成果少 

采取措施：建立“以重大成果产出为导向” 的考评体系。强调基础研究的

学术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应用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年轻人的发展潜力

。将部分问题研究组进行调整，优化科研布局，调整学科方向，提升创新能

力。 

目前进展：对全所51个研究组中6个研究组进行调整（3个研究组并入B类组

群，2个研究组更换年轻组长，1个研究组调整为创新特区组）。 

考核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问题。 

事前：充分论证方案，反复征求意见； 

事中：到各组调研，征求意见，形成整改方案； 

事后：做好善后工作，卸磨不杀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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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与讨论 

• 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策略 

•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 资本与技术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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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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