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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化学的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 

王 君 

沈阳化工大学  辽宁沈阳 

【摘要】新形势下，合成化学发展势头强劲，为了更好适应国际化学发展趋势，形成了合成化学的新

资助方向。传统的合成化学突破了极限，凝练出合成化学领域的基础和核心，是研究物质创造与转化的学

科。我国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化，增强源头创新能力。因此，本文首先提出问

题和内容，紧接着，立足实际，建立重要成果与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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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development momentum of synthetic chemistry is strong. In order to 
better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ternational chemistry, a new funding direction for synthetic chemistry 
has been formed. Traditional synthetic chemistry has broken through its limits and condensed the foundation and 
core of the field of synthetic chemistry. It is a discipline that studies material cre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ur 
country is in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is transforming and the ability to innovate at the source is strengthened. Therefore, this article first raises 
questions and content, and then, based on reality, establishes important result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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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一百多年来，合成化学发展取得了空前的辉煌。

从开始的染料、医药、农药，到后来的多功能和新

材料，都得到了很好的优化。在这些多功能的新材

料中，都产生了创造性的奇迹，自身发展推动其他

学科的进步。通过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催生出

了更多的交叉领域，并且获得了更多的挑战。人工

合成氨解决了人类“吃”的问题，磺胺类药物的合

成可以救治更多人的生命[1]。绿色化学是未来合成

化学的核心理念，从源头上减少对人类的危害，强

调原料的减量、回收和再利用。面向生命、材料科

学等领域，发展新的合成策略，以此来保持下一步

的精准化建设。鉴于此，合成化学的研究前沿如何？

发展趋势如何？就成为了当前趋势下，需要探究的

重点和难点。 
2 合成化学的主要研究进展和重要成果 

2.1 限域合成化学 
首先，在直观的基础上，材料表界面功能，展

现了分子的功能性建设，体现了功能高分子层的构

筑。在多个领域下，通过表面接枝聚合的形式，建

立了定点合成等视角的发展方向。此外，还需要关

注一些重大的学科合成问题，在大部分的基础上，

聚集与粘附，加大精准设计，提升可控聚集与粘附，

解决聚多巴胺等体系的凝固问题，保持科学的思维

逻辑[2]。其次，固体表面的有机合成和单原子催化

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建立多样化的引用与发展，

加大异同点的阐明。分析小分子的一系列化学反应，

向着精准化的发展方向实施延伸。 
2.2 特殊结构／功能分子和材料 
在全新的视野下，调控固体结构属于新功能强

化的基础，也是深入研究物质的局域结构的动力。

发展固体计算理论，也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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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性的指导，保持多领域的合作和拓展。将给柔

性压电薄膜材料研究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保持了

科学的延伸动力。可穿戴设备等都进一步对有机薄

膜场效应晶体管等其他的内容实施合理的发展规

划，可引入金属偶联反应等。在化学组装和化学合

成的途径下，引入诸多新概念。索烃、轮烷、三叶

结等丰富了分子的世界，并且强化了不一样的手段，

提高了超分子化学和人工分子机器更多的具有实用

性价值的应用力度，建立动态的行为整合，分析了

宏观的尺度，展现了性质的变化，为下一步的发展

提供了良好的基础[3]。精准合成原子是理解纳米粒

子性能的基础，不仅可以解决根本性科学问题，还

可以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2.3 绿色的新化学合成 
随着环境、能源、健康问题的统筹规划，可再

生资源就成我了绿色和功能建设的基础，得到了很

好的催化，为现代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准备。

原料选择上，需要通过燃烧，提供能量的传统化石

资源。作为一种天然的可再生资源，为下一步的发

展与延伸提供良好的基础准备。诠释了基础，建立

了绿色的碳循环。以后的合成化学，需要在经济性

和反映性的基础上，实现绿色合成的目标，寻找合

适的催化剂，保持了精准操控。新反应、新试剂的

发现，需要引入新颖的反应类型和精准化的理念[4]。

在工程技术上，需要把将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有机

的而结合起来，为化学的创新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2.4 生物合成与化学合成的耦合 
合成生物学是目标是合成与生命相关的功能物

质，强调生命体系的标准，强调在自然界中的更多

可能性，体现更多的效率与多样式的结构与可能性。

通过生物与化学的结合，提升了生物与化学合成手

段的创新与研发。实现生物大分子的化学合成与修

饰，综合利用合成生物学与合成化学的耦合。通过

挖掘自然界中的生物合成，实现结构优化，保持生

物催化剂的发掘，增加生产效益，形成的一类新合

成方法。 
2.5 激发态合成化学 
瞬态分子物质在体系在气相无碰撞的情况下，

还可以稳定的存在。光能和电能都可以作为驱动恩

怨，赋予更多的反映空间，并且保持很好的催化性

建设，为以后的反映控制形成很好的统筹规划。电

能驱动有机合成上可以在安全和高效、绿色的基础

上，合理的统筹规划，保持很多的技术性优势，强

化氧化剂，表达较高的活性。 
3 合成化学的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 
3.1 限域合成化学 
以精准可控的设计固体表界面有机悬挂键与聚

集与粘附行为为主。可有在材料基因组、人工智能

等视角下，合理的统筹规划，并且发展和建设。向

着多功能的视角实施延伸，将复杂环境下的化学合

成和材料的应用有机的结合起来[5]。 
3.2 特殊结构／功能分子和材料 
加大了材料局域结构的强化认知，保持了功能

基元理论的应用，保持了科学的发展路径，为下一

步的功能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准备，达到了化学

与分子的应用突破。 
3.3 绿色的新化学合成 
在合理的分清催化剂结构与活性之间关系的时

候，向着精准化的方向实施延伸，建立绿色碳循环，

深度挖掘绿色有机潜力，借助高通量筛选，建立科

学的发展耦合。在新概念、新结构、新应用的视野

下，保持较高的精准化结构建设，为人工智能与自

动化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延伸基础。 
3.4 生物合成与化学合成的耦合 
此时，需要在全新的思维逻辑下，创造出更多

的解决办法，在化学合成的耦合目标下，促进标准

生物合成元件库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建设，保持了内

涵的延续性，将复杂的天然问题呈现到了大家的视

野当中，保持了多样化的内涵应用建设和发展。 
3.5 激发态合成化学 
从未来的发展思路上看，需要全新的思维理念

下，保持很好的合成亚纳米团簇体系的延续性发展，

将不一样的结构与特征整合起来，形成合理的功能

性建设，保持很好的功能性和实际应用性发展。在

激光的动态合成下，提高能量的利用性，满足精准

界面的发展，加大量子的有机分子提升。 
4 总结 
随着社会的进步，合成化学的研究获得了理性

设计和定向进化，在深度融通期下，破解人类面临

的很多关键性的问题。增强源头创新能力，在进一

步的发展和优化中，建立不一样的全新解决方式。

从“先进智能技术”的视野中，协同催化下高效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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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目的产物，为以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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