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组    别  

产业类别 

（ ）新一代信息技术  （ ）智能制造装备  （ ）新材料 

（ ）先进交通运输设备（ ）生物医药      （ ）新能源 

（ ）节能环保        （ ）现代服务业    （ √）其他 

 

 
 

 

 

浙江省科协青年科技人才培育工程 
资助培养项目申请表 

 

推荐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姓    名：袁浙梁 

工作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联系电话：17280503009 

 

 

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制 



 

填  表  说  明 

 

1．封面填写方法：“组别”栏分“理学”、“工学”、“医药”、“农

林”、 “企业”5 大类。所在单位为企业的申报人员填写“企业”，其他

人员根据自身所从事专业情况填写“理学”、“工学”、“医药”、“农

林”。 

“产业类别”主要分八大类，属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装

备、先进交通运输设备、节能环保、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

现代服务业等我省重点主导产业项目优秀青年人才，请在相应栏打

“√”；不属于以上主导产业的，请在“其他”栏打“√”。 

2．获奖栏须填写地市级以上奖项；项目资助栏中，纵向项目

只填写市厅级以上项目，横向项目限填资金额较大的重点项目；代

表论文和著作栏填写最能代表本人贡献和水平的已发表论文、著作

（教材）、译著等；专利情况须填写至少已通过实质性审查的专利。 

3．此表一律用 A4 纸打印，务必提供 2 寸照片上传或粘贴于照

片处。表内第二至第六项栏目内容均须提供佐证支撑材料作为附件。

所有材料评审结束后，不再退还。 



一、基本情况 

姓  名 袁浙梁 性    别 男 出生年月 1988.10 照  片 

 

出生地 浙江嵊州 政治面貌 党员 党政职务 无 

文化程度 博士 学    位 博士 专技职务 讲师 

毕业时间  2016.07 所学专业 有机化学 从事专业 有机化学 

毕业学校 
中科院上海有

机化学研究所 
工作单位 浙江师范大学 

手机 17280503009 E—mail zyuan88@zjnu.edu.cn 

单位电话 0579-82282640 传真  

所属学会（协会、研究会、促进会） 浙江省化学会、中国化学会 

主要

简历

（自

大学

阶段

起） 

起始年月 终止年月 单    位 从事何工作 备  注 

2011.07 

2016.07 

 

2016.08 

2019.10 

 

2011.07 

2016.07 

 

2019.08 
至今 

浙江师范大学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

究所 

加拿大 TRIUMF 国家实验室 

浙江师范大学 

本科 

博士 

 

博士后 

有机化学 

 

学术

组织

兼职

情况 

学术组织名称 所任职务 备  注 

无 无  



二、获奖情况 

获奖名称 获奖项目名称 奖励级别 等级 排名 获奖时间 

1 
第十一届“挑战杯”航空航天全国大

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国家级 二等奖 3/3 2009.11 

2 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国家级  1/1 2015.12 

      

      

      

      

      

注：奖励级别分“国家级”、“省部级”、“市厅级”；等级指“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限 7项。 

三、获项目资助情况 

（一）纵向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项目级别 
金额 

（万元） 
起止年度 排名 

是否

结题 

亲电三氟甲硒基试

剂以及三氟甲硒基

化合物的合成研究 

自然科学 

基金 
省部级 9.0 2020--2022 1/1 否 

       

       

       

       

注：项目来源指“发改”、“科技”、“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级别分“国家级”、“省部级”、“市厅级”；

限 7 项。 

（二）横向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 
金额 

（万元） 
起止年度 排名 

是否

结题 

      

      

      

      

      

注：限填 10 项；项目排名第 4 及以后的，限 4 项。 



四、专利情况 

专利名称 专利类别 批准时间 申请地区 是否授权 排名 

氟标记的异喹啉类化合物 

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专利 2017-01-11 中国 是 3/5 

18F\Labelled Amino Acids, 

Derivatives Thereof and Method of 

Making Same 

发明专利 2018-03-1 加拿大 是 5/5 

      

      

      

注：只填写至少已通过实质性审查的专利；专利类别指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

软件著作权等；限 5 项。 

五、代表论文 

论文题目 刊物名称 期刊号 
发表 

时间 
排名 

论文 

类别 
索引情况 

影响 

因子 

被引用

次数 

Highly Selective 

Pd-Catalyzed 

Intermolecular 

Fluorosulfonylatio

n of Styrenes 

J. Am. 

Chem. Soc. 
137 2015 1/6 

国外 

期刊 
SCI 14.7 94 

Efficient Pathway 

for the Preparation 

of 

Aryl(isoquinoline)i

odonium(III) Salts 

and Synthesis of 

Radiofluorinated 

Isoquinolines. 

Angew. 

Chem. Int. 

Ed. 

55 2016 1/5 
国外 

期刊 
SCI 12.3 26 

Site‐Selective, 

Late‐Stage C−H 

18F‐Fluorination 

on Unprotected 

Peptides for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Imaging 

Angew. 

Chem. Int. 

Ed. 

57 2018 1/9 
国外 

期刊 
SCI 12.3 22 

Electrostatic 

Effects Accelerate 

Decatungstate-

Catalyzed C−H 

Fluorination Using 

[18F]- and 

[19F]NFSI in 

Small Molecules 

and Peptide 
Mimics. 

 

ACS Catal. 9 2019 1/11 
国外 

期刊 
SCI 12.2 2 



Abnormal 

Mesoionic 

Carbene Silver 

Complex: 

Synthesis, 

Reactivity and 

Mechanistic 

Insight on 

Oxidative 

Fluorination. 

ACS Catal. 5 2015 1/11 
国外 

期刊 
SCI 12.2 10 

Direct 

Heterobenzylic 

Fluorination, 

Difluorination and 

Trifluoromethylthi

olation with 

Dibenzenesulfona

mide Derivatives. 

Chem. Sci. 9 2018 3/10 
国外 

期刊 
SCI 9.6 11 

Palladium-

catalyzed 

intermolecular 

fluoroesterification 

of styrenes: 

exploration and 

mechanistic 

insight. 

Chem. Sci. 4 2013 2/5 
国外 

期刊 
SCI 9.6 44 

Mechanistic 

Investigation on 

the Silver-

Catalyzed 

Oxidative 

Intramolecular 

Aminofluorination 

of Alkynes. 

Organomet

allics 
11 2016 3/5 

国外 

期刊 
SCI 5.0 11 

Palladium‐
Catalyzed 

Intramolecular 

Fluorooxylation of 

Styrenes. 

Chin. J. 

Chem. 
31 2013 1/3 

国内 

期刊 
SCI 2.4 14 

注：类别指国内外期刊、国际会议等；索引指 SCI、EI、SSCI 等；限 10 篇。 

六、代表著作 

著  作  题  目 出 版 社 出版时间 书    号 类别 排名 

      

      

      

      

注：类别指教材、专著、译著；限 7 部。 



七、业务自传（限 800 字） 

 

申请人目前在浙江师范大学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以 “双龙学者”特聘教授的身

份开展科研工作，并负责独立的课题组，主要的研究方向为氟化学，包括三氟甲

硫基化合物以及三氟甲硒基化合物的合成等。申请人具有良好的过渡金属催化氟

化反应和自由基氟化反应方面的基础知识，熟悉钯、银等过渡金属化学以及自由

基氟化学，在 J. Am. Chem. Soc., Angew. Chem. Int. Ed., Chem. Sci., 等国际顶尖期刊

发表文章 10 余篇。 

在加拿大国家实验室（TRIUMF）和西蒙弗雷泽大学从事博士后工作期间，对

十聚钨酸钠（Na4W10O32，NaDT）催化亮氨酸惰性 Csp3-H 键的自由基氟化（19F 和

18F）反应进行了研究（J. Am. Chem. Soc. 2017, 139, 3595），通过对反应性质的系

统研究，高选择性地实现了无保护无、无预修饰的多肽的直接自由基氟化反应

（Angew. Chem. Int. Ed. 2018, 57, 12733）。另外通过对低反应活性底物的内因研

究，发现了发应的加速效应，对底物胺基正离子的修饰可增加底物与催化剂的作

用，能够大大提高自由基氟化反应效率，从而更好地应用于 18F 放射性标记中

（ACS Catal. 2019, 9, 8276）。 

在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申请人发展了新颖的过渡金属钯

催化烯烃分子间的自由基氟砜化反应（J. Am. Chem. Soc. 2015, 137, 2468），该反

应具有优秀的立体选择性，深入的机理研究揭示了自由基物种与大位阻的三价钯

中间体的选择性结合是反应选择性地来源。此外，申请人还实现了银催化的二芳

基碘盐的氟化（19F 和 18F）反应（Angew. Chem. Int. Ed. 2016, 55, 11882），该方法

能够高效地实现氟代（19F 和 18F）异喹啉的合成。 

 

 

 

 

 

 

 

 

 

 
 



八、3 年资助培养期内个人计划与预期目标（包括拟开展科学技术研究计划安排、实施进度、阶

段性科技成果和经济社会效益以及人才培养工程预期目标，限 800 字） 

 

在浙江师范大学从事工作期间，申请人的研究工作主要围绕三氟甲硫基化合

物以及三氟甲硒基化合物的合成展开。在众多的含氟官能团中，三氟甲硫基以及

三氟甲硒基具有较强的吸电子能力，相对于常见的含氟取代基具有更高的脂溶

性，因此引入该类基团可显著提高药物活性分子的代谢稳定性和生物穿透性。 

而三氟甲硫基化合物以及三氟甲硒基化合物，受到相应试剂的限制，该类化

合物的合成研究明显偏少。我们拟发展新型的三氟甲硫基以及三氟甲硒基试剂来

拓展方法学的研究。在三氟甲硫基试剂合成方面，现阶段的亲电试剂主要是电中

性的三氟甲硫基试剂，而离子型的型试剂还未被开发，对比离子型氟化试剂以及

三氟甲基试剂在合成化学中的广泛应用，我们推测离子型的三氟甲硫基试剂将在

合成中展现重要的应用前景，N-三氟甲硫基吡啶盐是现阶段申请人实验室的研究

重点。申请人推测 N-三氟甲硫基吡啶盐容易发生单电子还原，因而在光催化的三

氟甲硫基化合物的合成中可能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而三氟甲硒基化合物的合成

主要应用亲核三氟甲硒化方法，由于相应试剂的不足，限制了亲电以及自由基三

氟甲硒基化反应法的研究进展。因此，借鉴亲电三氟甲硫基试剂开发，我们拟发

展“N-SeCF3”试剂以及“O-SeCF3”试剂合成研究，并研究该类试剂在合成中的应

用。通过相应的三氟甲硫基试剂以及三氟甲硒基试剂合成以及应用研究以推进该

领域研究拓展。 

第一年：开展离子型亲电三氟甲硫基亲电试剂——N-三氟甲硫基吡啶盐以及

“N-SeCF3”试剂以及“O-SeCF3”试剂合成研究，整理相关数据，发表相关结果。 

第二年：利用新开发的试剂以及现有的试剂，针对烷基三氟甲硫基化合物以

及三氟甲硒基化合在合成的难题，开展光催化以及过度金属催化相结合的方法来

实现相关反应。 

第三年：尝试不对称三氟甲硫基以及三氟甲硒基化合物的合成，主要利用过

渡金属铜在自由基不对称合成方法学上的优势。 

预期目标：在培育期间，申请国家面上项目 1-2 项或者省重点项目 1 项，发表

SCI 论文 8-12 篇，专利 1-2 项，并且尝试国家优青项目等的申请。 
 

 

 

本人承若以上所填信息属实。  申报人签名： 



九、相关单位意见 

工 

作 

单 

位 

意 

见 

（对申报推荐人选成就、贡献和学风道德的评价）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推 

荐 

单 

位 

意 

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专 

家 

评 

审 

意 

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