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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汇集

2020 年，随着高级会员、国际会员项目的全面实施，

中国化学会学术评价制度和全新会员体系正式开始。今天，

我们很高兴的宣布，伴随着 117 位创始会士名单的公布，

中国化学会会士制度拉开序幕！

创始会士由中国化学会常务理事会确定并邀请，以致敬

他们常年来对中国化学学科发展、化学教育发展、化学科普

和形象宣传以及中国化学会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中国化学会会士（Fellow of the Chinese Chemical 

Society，FCCS）是中国化学会会员体系的最高荣誉及最

高等级。根据《中国化学会会士条例》，除创始会士外，中

国化学会每年增选会士不超过 50 人，会士总数不超过中国

化学会高级会员总数的 10%。增选会士采取提名方式，并

通过选举方式产生，授予在化学及其相关领域做出系统的、

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或对化学学科、对中国化学会的

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高级会员和相关人士。

117 位创始会士揭开中国化学会会士体系序幕

新篇章

登录网址

https://www.chemsoc.org.cn/member/fellow/

可查询，浏览所有会士详细信息

中 国 化 学 会 创 始 会 士

序号 姓名 单位

1 安立佳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吉林省人民政府

2 包信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大连
化学物理研究所

3 曹  镛 华南理工大学
4 柴之芳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5 陈洪渊 南京大学
6 陈建峰 中国工程院、北京化工大学
7 陈  军 南开大学
8 陈凯先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9 陈庆云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10 陈小明 中山大学
11 陈新滋 中山大学
12 陈学思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3 陈  懿 南京大学

14 成会明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清华 - 伯克利深圳学院、清华大学

15 程津培 清华大学基础分子科学中心、
南开大学元素有机国重室

16 戴厚良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7 戴立信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117 位，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姓名 单位

18 丁奎岭 上海交通大学
19 董绍俊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20 段连运 北京大学
21 段  雪 北京化工大学
22 樊春海 上海交通大学
23 方维海 北京师范大学
24 冯守华 吉林大学
25 冯小明 四川大学
26 付贤智 福州大学
27 高  松 华南理工大学、北京大学
28 郭子建 南京大学
29 韩布兴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30 贺  泓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31 洪茂椿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32 侯建国 中国科学院
33 黄本立 厦门大学
34 黄春辉 北京大学
35 黄乃正 香港中文大学
36 黄  维 西北工业大学
37 计亮年 中山大学
38 江桂斌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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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汇集

序号 姓名 单位

39 江  雷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40 江  明 复旦大学
41 蒋华良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42 黎乐民 北京大学
43 李  灿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44 李洪钟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45 李景虹 清华大学
46 李静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47 李亚栋 清华大学
48 李永舫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49 李玉良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50 林国强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51 刘维民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52 刘云圻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53 刘忠范 北京大学
54 麻生明 复旦大学
55 马大为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56 麦松威 香港中文大学
57 倪嘉缵 深圳大学、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58 彭孝军 大连理工大学
59 钱逸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60 邱  勇 清华大学
61 任詠华 香港大学
62 沈家骢 吉林大学
63 沈之荃 浙江大学
64 施剑林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65 孙世刚 厦门大学
66 谭蔚泓 湖南大学、中国科学院肿瘤与基础医学研究所
67 唐本忠 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68 唐  勇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69 田  禾 华东理工大学
70 田中群 厦门大学
71 佟振合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72 涂永强 兰州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73 万立骏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74 汪尔康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75 王佛松 中国科学院
76 王  夔 北京大学医学部
77 王  琪 四川大学
78 吴骊珠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79 吴  奇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80 吴新涛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81 吴云东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深圳湾实验室
82 习  复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83 席振峰 北京大学
84 谢  毅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85 谢在库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86 谢作伟 香港中文大学
87 徐春明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88 徐如人 吉林大学
89 颜德岳 上海交通大学
90 杨金龙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91 杨万泰 北京化工大学
92 杨秀荣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序号 姓名 单位

93 杨学明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南方科技大学
94 杨玉良 复旦大学
95 姚建年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96 于吉红 吉林大学
97 俞书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98 岳建民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99 张东辉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100 张洪杰 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01 张  锦 北京大学
102 张礼和 北京大学医学部
103 张锁江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104 张  涛 中国科学院
105 张  希 吉林大学、清华大学
106 张玉奎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107 赵东元 复旦大学
108 赵进才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09 赵宇亮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110 赵玉芬 宁波大学
111 郑兰荪 厦门大学
112 支志明 香港大学
113 周其凤 北京大学
114 周其林 南开大学
115 朱道本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16 朱美芳 东华大学
117 邹志刚 南京大学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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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汇集

继昨日中国化学会隆重公布 117 位创始会士名单后 ( 详

情可浏览 https://www.chemsoc.org.cn/）。今日，中国化

学会正式公布首届会士名单。43 位在化学及其相关领域做出

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或对化学学科、对中国

化学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高级会员，经中国化学会常务

理事提名，并经常务理事会投票选举，成为首届中国化学会

会士（FCCS）。谨向新当选中国化学会会士们致以
热烈的祝贺！

截至目前，包括 117 位创始会士在内，中国化学会会士

共 有 160 位。 登 录 网 址 https://www.chemsoc.org.cn/

member/fellow/（点击阅读原文），可查询、浏览每一位

中国化学会会士的详细介绍。

中国化学会会士（Fellow of the Chinese Chemical 

Society，FCCS）是中国化学会会员体系的最高等级，是中

国化学会为进一步完善会员体系，建立中国化学会学术认可

制度的重要举措。根据《中国化学会会士条例》，除创始会

士外，中国化学会每年增选会士不超过 50 人，会士总数不超

过中国化学会高级会员总数的 10%。

中 国 化 学 会 首 届 会 士 【43 位，排名不分先后】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Chao-Jun Li( 李朝军 )
McGill University
(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

2 陈  鹏 北京大学

3 陈拥军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4 迟力峰 苏州大学

5 董孝利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 原中国
海洋石油总公司，简称中国海油）

6 方晓红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7 房  喻 陕西师范大学

8 傅  尧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9 高毅勤 北京大学

10 关乃佳 南开大学

11 贺鹤勇 复旦大学

12 蒋健晖 湖南大学

13 黎书华 南京大学

14 李峻柏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5 李  隽 清华大学

16 梁永民 兰州大学

17 刘冬生 清华大学

18 刘海超 北京大学

19 刘明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 柳  红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21 潘秀莲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22 秦安军 华南理工大学

23 帅志刚 清华大学

24 孙俊奇 吉林大学

25 王建国 中国科学院大学

26 王剑波 北京大学

27 王树涛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28 王心晨 福州大学

29 王  训 清华大学

30 王  野 厦门大学

31 魏子栋 重庆大学

32 吴  鹏 华东师范大学

33 夏春谷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34 谢素原 厦门大学

35 徐  昕 复旦大学

36 杨启华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37 杨为民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 / 绿色
化工与工业催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38 杨  震 北京大学

39 游书力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40 俞  飚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41 张德清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42 张万斌 上海交通大学

43 周鸣飞 复旦大学

来源：中国化学会

热烈祝贺
中国化学会首届会士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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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汇集

Q：中国化学会都有哪些会员类型？
A：中国化学会会员分为个人会员和单位会员。其

中个人会员包括学生会员、会员（含外籍会员）、

高级会员、会士以及荣誉会士。会士是本会会员的

最高级别。

Q：会士多久评一次？
A：中国化学会会士每年提名、评选一次。

Q：被推荐为会士候选人的条件？
A：被推荐会士候选人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 在化学及其相关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

和重要贡献，或对化学学科、中国化学会的发展做

出重要贡献的高级会员；

2.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经会士工作

委员会认可的具有同等水平的本会会员，不受会龄

和会员级别的限制。

Q：会士增选的流程是什么？
A：中国化学会会士评选采用提名制，须由至少 1

名本会会士推荐产生，不接受自荐；被推荐会士候

选人经会士工作委员会审查通过后，成为正式会士

候选人，并提交至常务理事会；经常务理事会投票

选举通过后，方可成为会士。

Q：会士有什么权利？
A：除享有高级会员的一切权利外，还包括：

1. 获颁“中国化学会会士（FCCS）”证书；

2. 使用“中国化学会会士（FCCS）”称号；

3. 本会推荐的两院院士候选人优先从会士中产生；

4. 向本会推荐 / 提名会士的权利。

Q：会士有什么义务？
A：会士的义务包括：按时交纳会费，履行会员的

一切义务；积极参与本会相关活动，包括学术交流、

课题研究、学术咨询、人才培养。

关于中国化学会会士（FC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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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2020 年国基金优化项目管理、
            评审改革等情况总结回顾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20-12-28 第 4 版 自然科学基金 )2020

近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将持续优化项目管理作为一项重要任

务列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科学基金）深化改革方案中，也作为推动“放管服”工作的重要内容

之一，努力减轻科研人员负担、推动项目规范管理、营造良好创新环境、促进科学基金健康发展。

2. 简化填写信息与附件材料

例如，从 2019 年开始，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不需填写
参与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创新研究群体
项目不需提供学术委员会或专家组推荐意见。2020 年，
通过信息系统对研究起止日期、合作研究单位信息、
特定申请人群所需附件材料等进行提示和前端控制；
将同行专家推荐信、导师同意函、境外人员知情同意
书等附件材料，以标准模板形式嵌入信息系统，供申
请人下载填写。

4. 简化初审管理

通过进一步挖掘和提升信息系统辅助功能，对申
请 人 填 写 信 息 实 现 了 前 端 控 制； 另 外， 对 于 申 请
书 初 步 审 查（ 即 形 式 审 查） 时 需 要 人 工 审 查 的 事
项，自然科学基金委按照“能简则简”的原则，尽
量 以 判 断“ 有” 或“ 无” 作 为 标 准。 这 项 工 作 取
得了一些效果。2020 年，在集中接收期间接收的
269671 项申请中，经初步审查后不予受理率仅为
0.79%， 与 2019 年 同 期 的 1.59% 相 比 大 幅 降 低。 

1. 逐步扩大无纸化申请项目范围

继 2018 年对重点项目和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开展无
纸化申请试点以来，自然科学基金委逐步扩大无纸化
申请的试点范围。2019 年，该机构将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纳入无纸化申请试点范围，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将集中接收的近 27 万份项目申请全部纳入无
纸化申请试点范围。这一方面减少了申请人大量纸质
资源的消耗；另一方面也降低了依托单位盖章、邮寄
和审核等的管理成本。

简化申请与初审
为申请人和依托单位提供更便捷服务

自然科学基金委在全面梳理项目管理各项工作的

基础上，切实减轻科研人员和依托单位管理人员

的填表或审核负担，有效发挥信息系统辅助功能，

持续简化申请和初审管理工作要求。

3. 大力推行代表作制度

2019 年度项目申请书的个人简历模板中，代表性论著
数目上限由 10 篇减少为 5 篇，其他代表性研究成果和
学术奖励由不设上限改为上限为 10 项。2020 年度，
在个人简历填写模板中进一步强调其他代表性研究成
果中不得再罗列论文和专著，特别是取消了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创新研
究群体项目申请书中的“论文收录与被引用情况统计
表”。以上举措的实施，旨在引导科技界更加关注标
志性成果本身的质量、贡献和影响。

化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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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完善规章制度体系 加强项目规范管理

近年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基础上，自然科

学基金委着力完善科学基金规章制度体系，2018 年完成了《国

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管理办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

项项目管理办法》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变更管理

规程》的制定。

自然科学基金委于 2011 年设立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

目，其定位是面向科学前沿和国家需求，以科学目标为导向，

资助对促进科学发展、探索自然规律和开拓研究领域具有重

要作用的原创性科研仪器与核心部件的研制，以提升我国的

原始创新能力。在实施的前 4 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制定了工

作细则、年度实施方案和验收方案，探索对于科研仪器研制

的资助模式。到 2018 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已经积累了比较

丰富的实施经验，在深入总结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整合原有

的工作细则与实施方案等，补充、明确和调整了相关管理规定，

制定了《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制项目管理办法》。管理办法

明确了评审和验收要求，加强了关键节点检查，同时强化了

各管理主体职责。

专项项目由原应急管理项目经优化整合而来，定位于支

持需要及时资助的创新研究，以及与科学基金发展相关的科

技活动等。专项项目具有项目需求灵活性较高、资助强度差

异大、项目承载功能多等特点。自然科学基金委根据原应急

管理项目的资助功能和项目定位，在系统梳理原应急管理项

目资助格局演变、分类、资助范围等工作的基础上，制定了《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管理办法》，兼顾统一性和灵活性

管理要求，减少了管理层次，为加强专项项目规范管理奠定

基础。

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单位、人员、

期限等的变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变更管理规程》

即用于进一步规范资助项目实施过程中涉及的信息变更管理

工作。该规程进一步明确管理规则和流程，明确项目变更的

流程与执行主体、不同变更内容的适用情形、不同时间范围

可进行的变更内容、申请变更需要提交的材料以及审查人员

审查要点等，保障资助项目执行过程中合法、合规、公正、

及时完成信息变更。

强化关键环节管理 确保评审公平公正

自然科学基金委每年制定年度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工作意

见，从而进一步加强关键环节规范管理，强化廉政风险防控，

确保项目评审公平公正。

注重评审中避免“四唯”倾向

在通讯评审和会议评审环节，
自然科学基金委向评审专家强调注
意克服“四唯”倾向，以创新能力、
质量、贡献、绩效为项目评价导向。
各科学部在评审工作中根据学科的
特点进行了有益探索，例如，化学
科学部在会议评审环节提出杜绝人
才项目评审过程中的“唯论文”现象，
要求项目申请人答辩过程中不罗列
发表文章的数量和期刊影响因子等，
防止学术评价的简单定量化、片面
化，注重从多方面多维度对项目进
行审视；地球科学部对于人才类项
目提出了四方面的评审要点，包括
是否有方法学创新、是否提供了关
键科学证据、是否对解决理论认知 /
社会需求有实质贡献、是否促进学
科发展，答辩人和评审专家据此进
行汇报和评审。

借助信息系统作用
提高项目评审质量和效率

2019、2020 年， 通 讯 评 审 专
家计算机辅助指派系统已实现学科
全覆盖，使用辅助指派系统的项目
占比均超过 98%。为进一步提高评
审工作效率，更精准地匹配项目与
评审专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于 2019
年启动了“人工智能辅助指派系统
建设方案”升级计划。在对现有计
算机辅助指派系统、国内外发展情
况、国内外主流项目申报和专家推
荐系统进行系统调研的基础上，形
成人工智能辅助指派系统建设方案，
提出了系统建设要求。截至 2020
年 12 月，已完成了系统建设第一期
招投标工作，近期将启动人工智能
辅助指派系统建设。

探索多种会议评审方式

2020 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
除传统的会议评审方式外，自然科
学基金委探索了不同的网络会议评
审方式，包括评审专家和答辩人全
在线模式、专家线下聚集和答辩人
线上答辩模式。多数需要申请人答
辩的评审会议采用了评审专家现场
出席、播放申请人答辩材料、申请
人线上答辩的网络会议评审方式。
评审专家普遍反映，采用这种线上
答辩方式能够有效避免干扰评审工
作行为，进一步提升了评审公正性。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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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序号 推荐单位 试点单位名称

1

北京市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

2 北京工业大学

3 积水潭医院

4
辽宁省

沈阳化工大学

5 辽宁科技大学

6

上海市

上海大学

7 上海理工大学

8 上海海事大学

9

江苏省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

10 南京工业大学

11 苏州大学

12

浙江省

浙江工业大学

13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14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15 湖北省 湖北工业大学

16

广东省

暨南大学

17 广东工业大学

18 广东省科学院

19 海南省 海南大学

科技部关于印发《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
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单位名单》的通知

国科发区〔2020〕273 号

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2020 年 5 月，科技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商务部、知识产权局、中科

院联合印发《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

权试点实施方案》（国科发区〔2020〕128 号）（以下简称《实

施方案》）。

根据《实施方案》要求，经有关部门及地方推荐，九部

门共同确定了《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

用权试点单位名单》。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实施方案》

要求组织试点单位完善工作方案，抓紧开展试点工作。

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单位名单

化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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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序号 推荐单位 试点单位名称

20
四川省

成都中医药大学

21 成都理工大学

22

教育部

复旦大学

23 上海交通大学

24 南京大学

25 浙江大学

26 四川大学

27 西南交通大学

28 西安交通大学

29

工业和信息化部

哈尔滨工业大学

3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31 北京理工大学

32 西北工业大学

33
农业农村部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

34 中国水稻研究所

35
卫生健康委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

36 国家卫生健康委科学技术研究所

37

中科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38 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39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40 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续表】

简析《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
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

科技部等九部门印发《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

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或“试

点方案”）的通知，为深化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

权改革，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热情，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制定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以下

简称“赋权”）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赋予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

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是指职

务科技成果完成单位按照约定将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赋

予成果完成人（团队），通过划分各自所有的权利份额与比

例的方式，使得成果完成单位和成果完成人（团队）根据划

定的份额行使权利、获得收益并承担责任。

赋权实践始于西南交通大学（以下简称“西南交大”）。

2016 年 1 月 19 日，西南交大发布的 《西南交通大学专利

管理规定》规定西南交大和职务发明人按 3 ∶ 7 的比例共享

专利权。随后，社会各界就赋权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展开热烈

讨论，同时这种做法也得到国家层面的高度关注。2018 年 7

月 18 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

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8〕25 号）对“探索赋予

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提出了明确的

措施；2018 年 9 月 18 日，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推动

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国发〔

2018〕32 号），明确提出“试点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

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的要求。为践行国家政策文件的

有关要求，《试点方案》应运而生。

化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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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1、试点单位与成果完成人（团队）可成为共同所有权人

《实施方案》规定国家设立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科研

人员完成的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属于单位。但是 40 家试点单

位，可以将以下两种情况下形成的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赋予

成果完成人（团队），试点单位与成果完成人（团队）成为

共同所有权人。而且激励方式可以选现赋权后转化和先转化

后奖励两种。

本单位利用财政性资金形成或接受企业职务科技成果；

接受企业、其他社会组织委托形成的归单位所有的职务

科技成果。

2、试点单位科研人员可享受不低于 10 年的长期使用权

试点单位可赋予科研人员不低于 10 年的职务科技成果长

期使用权，这一点是重大创新和突破，充分激发了科研人员

创新热情，更大程度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3、创新试点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模式

充分赋予试点单位管理科技成果自主权，探索形成符合

科技成果转化规律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对职务科技成果转

化的权限进行“分类授权”。

首先，赋予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绝对自主权，其持有的

科技成果可以自主决定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

《试点方案》
体现三个方面特点：

一、聚焦所有权赋权（以下简称“赋权”）管理流程，为实操指明方向

二、强化科技成果转化配套体系的作用，明确配套措施的重要性

三、强调试点应注重风险防控，防止出现系统性偏差

( 来源：国资小 v，本文作者：张妍 )

其次，试点单位根据科技成果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

的对象不同，有选择地进行资产评估，即对象是国有全资企

业的，可以不进行资产评估。对象是非国有全资企业的，由

单位自主决定是否进行资产评估。

4、试点单位应加快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科研发展基金

《实施方案》要求试点单位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全过程管

理和服务，明确规定了对于赋权科技成果作价入股的，应完

善相应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鼓励试点单位和科研人员通

过科研发展基金等方式，将成果转化收益继续用于中试熟化

和新项目研发等科技创新活动。

5、试点单位应该重视科技安全和科技伦理管理

《实施方案》首次提出“鼓励赋权科技成果首先在中国

境内转化和实施”，可见国家对科技成果的保护将越来越重视。

而且，为促进科技成果在境内转化，国家层面出于重大利益

和安全需要，可以依法组织对赋权职务科技成果进行推广应

用。

来源：知本咨询

与以往政策相比，《实施方案》在职务科技成果的所有

权、使用权、监督与管理等方面具有一定创新和突破。

( 本 文 节 选 自《5 大 创 新：< 赋 予 科 研 人 员 职 务

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 >》

作者：王娜（知本咨询混改研究院）)

《实施方案》有哪些创新与突破

化学通讯

09



政策解读 

来源：科技日报

“十三五”圆满收官，中国科技交出亮眼“成绩单”

科技创新，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奔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潮头。

数字的背后，彰显了创新驱动发展释放的巨大能量

和改革驱动创新激发的强劲潜能。

“十三五”圆满收官，科技体制改革交出了怎样的成绩

单？在此前国新办召开的发布会上，科技部部长王志刚给出

了答案：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形成

了从法律、政策、措施到行动的完整落实体系，进一步释放

了科技第一生产力、创新第一动力、人才第一资源的巨大潜力。

五年来，我国全社会

研发经费支出从 1.42 万

亿元增长到 2.21 万亿元，

研发投入强度从 2.06% 增

长到 2.23%；

五年来，我国实现了

《 国 家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战

略 纲 要》 提 出 的 战 略 目

标 —— 到 2020 年 进 入

创新型国家行列。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

新指数显示，我国排名从

2015 年的第 29 位跃升至

2020 年的第 14 位；

五年来，科技领域捷

报频传，量子信息、铁基

超导等科学前沿领域斩获

重大成果，500 米口径球

面射电望远镜、散裂中子

源等一批国之重器相继建

成运行，载人航天、移动

通信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

加快突破……

 ◄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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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 2021 年 1 月 3 日，在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街道红

莲社区卫生服务站的接种点，医护人员为接种人员注射疫苗。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
成果转化量质齐升

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始终是科技体制改革的一条

重要主线。

科技重大专项成功收官，新药创制、核电等取得重大成

果；复兴号高铁投入运营，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5G、人工

智能等加快应用；21 家国家自创区和 169 家高新区成为地方

创新发展“领头雁”，高新区国内生产总值从 8.1 万亿增长

到 12.2 万亿，五年增长超 50%……

五年来，我国在推动科技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支撑引

领高质量发展方面的成绩抢眼，与此同时，加快建立科技、

产业、金融快速连接通道，做出设立科创板等重大制度创新，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质量效益大幅提升。

聚焦国家战略急需
构建科技应急体制机制

在 2020 年 9 月 11 日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再次强调，依靠改革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我国科技队伍

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

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

这五年，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破坚冰、涉深水，

对多年制约创新的老难题动真刀，基本覆盖了“人、财、物”

等科技创新活动的方方面面。

2015 年，《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出台，明确部

署到 2020 年前要完成 10 方面 143 项改革任务。而今，依照

这张科技体制改革的“施工图”，科技计划管理、成果转化

和评价激励等重点领域改革取得积极进展。

说到改革的最新成效，就不得不提到聚焦国家战略急需，

完善科技攻坚和应急攻关的体制机制和组织体系。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科研攻关，充分体现了战略

科技力量的硬实力。集结全国优势科技力量，我国以“揭榜

挂帅”方式高效组织疫情防控科研攻关，聚焦抗疫一线的研

发需求，不设门槛，充分赋权，限时攻关，不同路径多支团

队同步推进，为临床救治、疫苗研发、快速检测等工作提供

了强有力支撑。

 ▲ 2021 年 1 月 3 日，在北京市顺义区的一处核酸检测机构，

工作人员进行核酸样本提取。           【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如今，针对新冠肺炎自主研发的诊断试剂、治疗方案和

药物已被广泛应用。目前，我国 5 条技术路线 14 个疫苗已进

入临床试验，其中 3 条技术路线 5 个疫苗进入Ⅲ期临床试验。

化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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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数据显示，2019 年，全国技术交易市场已超 1000 家，

技术合同成交额超 2.2 万亿元，为 2012 年的 3.5 倍；设立科

创板并试行注册制，上市企业达到 197 家，总市值约 3.1 万

亿元。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是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实现创新

驱动发展的重要手段。五年来，我国形成了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三部曲”，出台若干政策细则，下放科技成果使用、处置、

收益权，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

值得一提的是，全面落实科技成果转化奖励不少于 50%

奖励科研人员的政策，让科研人员“名利双收”。仅 2018 年，

3000 余家高校院所科研人员获得的现金和股权奖励达 67.6

亿元，同比增长 44.9%。

激发创新主体活力
放权减负激励同步推进

近年来，围绕激发各类创新主体动力，相关部门分类施

策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和高校科研

院所创新活力进一步增强。

比如，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企业参与实施比例占到

75%，其中牵头的占比 25%；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从 150% 提高到 175%。

不仅如此，在落实科研经费“包干制”、优化科研仪器

设备采购流程、科研单位自主设岗等方面，我国形成了一批

措施给力、操作性强的典型案例。深化科技领域“放管服”

改革，我国推动 44 所高校、科研院所开展扩大科研自主权改

革试点。

创新驱动实则是人才驱动。激发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

积极性、创造性，历来是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着力点。

五年来，我国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政策设计和改革方案，

强化放权、减负、激励，科研人员获得感和积极性显著增强。

减轻科研人员负担专项行动成效斐然，国家信息中心调查显

示，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的群众获得感评分达 94.58，在各

项简政放权举措中名列前茅。

此外，高层次人才收入分配更加灵活，承担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的科研骨干实行年薪制，不受（绩效）工资总量限制；

以解决“唯论文”“SCI 至上”等问题为突破口，破“四唯”

行动在科技、教育、卫生等重点领域成效初显。

激励约束并重
持续优化创新环境

五年来，本着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原则，我国出台一系列

硬招实招，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环境和学术生态。研发人员全

时当量从2015年的376万人年增长到2019年的480万人年，

一批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加速涌现。

具体而言，完善符合科研活动规律的分类管理制度，在

出国、兼职、离岗创业等方面不简单套用行政人员的管理方法；

强化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改革完善科研评价

制度，出台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硬

核措施；开展减轻科研人员负担的七项行动，推动解决表格多、

报销繁、检查多等科研人员反映强烈的问题；改革完善院士

制度，推动院士称号回归学术性、荣誉性导向。

在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的同时，以“零容忍”的态度加

大对科研不端行为的查处力度和公开曝光，推动作风学风实

质性改观。

科技部等 20 个部门联合出台《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

则（试行）》，43 个部门建立了联合惩戒机制，建成覆盖全

国的科研诚信信息系统。2020 年 9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科技部

第 19 号令《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明确将

“打招呼”“走关系”等请托行为列入违规行为，之后，针

对评审请托行为亮出了更加具体、明晰的刚性处理措施。

 ◄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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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为“人的创造性”服务

五年来，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深入推进，科技资

源配置效率不断提升，政府科技管理职能被重塑。直面科技

资源分散、重复、低效的老难题，我国将分散在各部门近百

项科技计划优化整合为 5 大类，建成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

理平台，将项目管理交由专业机构负责，强化了资源统筹和

战略聚焦。

备受各界关注的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改革，也亮出了

直击痛点的硬核举措。比如，简化预算编制，提高间接费用

比例，加大人员绩效激励的力度；科研管理“绿色通道”试

点完成总结评估，经费使用“包干制”试点受到普遍好评；

赋予科技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自主权和经费使用权，让科

研经费更好为“人的创造性”服务。

五年来，一系列科技体制改革的“组合拳”释放出科技

创新的强大活力，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更加成熟定型，各

类创新主体充满内生活力。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科技体制改革落实还不平衡不到位，

相关领域改革协同不足，一些深层次制度障碍还没有根本破

除，还需进一步攻坚克难。

展望“十四五”，坚持“四个面向”，

我国将以建设系统、完备、高效的国家创

新体系为目标，谋划部署新一轮科技体制

改革，为跻身创新国家前列和建设世界科

技强国提供完备的体制机制保障。

 ▲ 在中国一重的生产车间内，工人在进行生产作业。  

【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 摄】

 ◄ 图片来源：Photo by Pressfoto on Free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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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聚合物自组装及其在催化领域中的应用研究
备受关注。一般聚合物组装体通过负载金属纳米粒子，形成
金属纳米粒子 - 聚合物杂化组装体，实现对多种反应过程的
催化作用。在聚合物的保护下，不仅能有效缓解金属纳米粒
子的团聚问题，而且可赋予催化剂某些特定的功能，例如对
环境刺激的响应特性。但是，已报道的杂化组装体催化剂依
然面临着许多问题。例如，催化剂的回收再利用十分困难；
更为重要的是，催化剂中只有金属纳米粒子表面的原子可作
为催化活性位点参与到化学反应中，导致金属纳米粒子利用
率和催化效率低下。

针对金属纳米粒子 - 聚合物组装体杂化催化剂的上述研
究难题，上海交通大学周永丰教授课题组与麦亦勇教授课题
组合作，提出了一种新的杂化催化剂合成策略——以聚合物
单分子胶束为载体负载单金属原子。此策略可以通过简单调
节催化体系的 pH 值，实现单金属原子单分子胶束催化剂的
可逆聚集与再分散，从而实现催化活性的“开关”功能和便
捷的回收再利用能力（图 1）。

 ▲ 【图 1】 聚合物单分子胶束为载体的铂单原子光催化剂。
分散的单分子胶束具有光催化活性，而聚集后的单分子胶束
聚集体的光催化活性显著降低。

此 单 分 子 胶 束 以 铂 卟 啉（PtTHPP） 为 核， 表 面 具 有
四 条 pH 响 应 的 PDMAEMA 聚 合 物 臂。 在 酸 性 环 境 中，
PDMAEMA 聚合物链具有良好的水溶性，赋予 Pt 金属单原
子在水相体系中极好的稳定性和分散性，保证高效的传质过
程以及反应位点的充分暴露，从而赋予该催化体系很高的原
子利用效率和催化性能（图 2a-2c）。在 λ> 420 nm 可见光
照射下的水分解试验中，该单金属原子单分子胶束催化剂展
示出良好的产氢性能和优异的循环稳定性。此外，由于聚合
物链 PDMAEMA 的亲疏水性受溶液 pH 值影响，在较高的
pH 下，PDMAEMA 链由亲水转变为疏水，因此可以通过简

分散催化、聚拢回收，pH 就能调节：
这个催化剂真是很“智能”

单调节催化体系的 pH 值，实现单金属原子单分子胶束催化
剂的可逆聚集与再分散，从而实现了催化活性的“开关”功
能和便捷的回收再利用能力。具体而言，当催化剂体系趋向
碱性时，在疏水相互作用驱动下，单分子胶束聚集并沉淀，
其催化功能“关闭”，同时可通过简单的离心分离实现催化
剂的回收。回收的催化剂在酸性介质中可重新分散形成稳定
的单分子胶束，催化功能再次“打开”，且催化性能仍保持
在较高水平（图 2d-2f）。该催化剂集成了单分子胶束、单
金属原子催化、水相分散、催化活性“开关”、可回收等优势，
具有较好的光催化应用潜力，也拓宽了高分子自组装的应用
范围，为水相金属催化剂的开发和高效利用提供了新途径。

 ▲ 【图 2】 (a) 单分子胶束的 TEM 图，插图胶束的尺寸统计
分布；(b) 单分子胶束的高分辨球差矫正电子显微镜图；(c) 
EXAFS 谱图；(d) 单分子胶束聚集体的 TEM 图；(e) 单分子
胶束及其对比样的可见光催化水分解产氢性能；(f) 单分子胶
束在不同 pH 值下产氢活性的可逆转换。

来源：CCS Chemistry
文章链接：https://doi.org/10.31635/ccschem.020.202000486

上述研究成果发表在 CCS Chemistry，文章的第一作者
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左权，通讯作者为上海交
通大学麦亦勇教授和周永丰教授。此项研究得到了变革
性分子前沿科学中心的大力支持，以及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基础研究项目、上海市优秀
学术带头人计划和上海市“东方学者”计划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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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降低，载流子横向传输以及离子移动得到有效抑制，载

流子纵向传输得到大大促进。

该结构在以 PTAA 为空穴传输层的小面积反式结构柔

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中实现了能量转化效率（PCE）接近

20%，填充因子达到 82.93%，器件的持续光照稳定性以及机

械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该柔性电池经 300 小时持续光照最

大功率点输出测试后仍有超过初始效率的 83%，经过小半径

（2.5mm）弯折 10000 次后仍然有 73% 的效率剩余。

 ▲ 【图 2】  实验原理图

溶剂退火诱导相分离，单体与晶界富集原位聚合形成弹

性晶界这一方法对于改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结晶质量以及

光电性能具有积极的意义，通过该方案实现了离子移动以及

载流子复合的抑制，由此带来的器件性能的提升以及稳定性

的提升无疑有利于柔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实际应用。

弹性晶界：让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更柔韧稳定

近日，吉林大学董庆锋课题组通过溶剂退火诱导钙钛矿

中多官能度烯类在低掺杂浓度下在晶界原位聚合，实现了“晶

粒 - 弹性晶界 - 晶粒”区域化的柔性钙钛矿薄膜结构，基于

此结构的柔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Flexible perovskite solar 

cells，PSCs）实现了 20% 能量转化效率及大幅提升的工作

稳定性和机械稳定性。

 ▲ 【图 1】 柔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图

相比基于晶硅、GaAs、CIGS 等无机材料的太阳能电池

而言，柔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因其便携性、形状可适应性以

及轻量化等特点被认为更具潜力和优势。然而柔性基底的粗

糙度以及浸润性问题导致难以通过常规制备方法获得高质量

的钙钛矿薄膜，与此同时，柔性基底相对于刚性玻璃基底而

言有更高的紫外线吸收系数以及与钙钛矿差别更大的热膨胀

系数，致使其工作过程中由于热效应带来的应力损坏更加明

显，进而影响柔性电池的长期稳定性。

吉林大学董庆锋教授团队通过在钙钛矿中引入多官能度

烯类单体 2,4,6- 三乙烯基 -2,4,6- 三甲基环三硅氧烷（V3D3）

原位聚合，并通过溶剂退火诱导晶粒与聚合物的相分离实现

了单体富集，在低掺杂浓度下即可有效交联，实现了“晶粒 -

弹性晶界 - 晶粒”区域化的柔性钙钛矿薄膜结构，基于此结

构的柔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结晶质量大大改善，缺陷密度

来源：CCS Chemistry
文章链接：https://doi.org/10.31635/ccschem.020.202000335

此论文的共同第一作者为来自吉林大学超分子结构与材

料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葛诚达及杨子祺，通讯作者为董庆

锋教授。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并以

Research Article 的形式发表在 CCS Chemistry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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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桂林理工大学李建平课题组构建了一种以 g-C3N4/Au

为基质的新型分子印迹电化学发光传感器用于痕量赤霉素检测。

此分子印迹电化学发光传感器通过测量印迹分子进入印迹孔穴

前后发光试剂 ECL 的变化来进行分析，提高发光试剂的 ECL

强度可有效增强传感器的灵敏度。利用 g-C3N4/Au 供体与

Ru(bpy)3Cl2 受体间发生能量转移从而大大增强 ECL 信号的

电化学发光共振能量转移原理，结合“门控制”效应，提高

了检测的灵敏度。传感器制备过程及检测原理如图 1。首先

在玻碳电极上修饰一层 g-C3N4/Au 材料，以 GA3 作为模板

分子，邻苯二胺为功能单体，电聚合制备分子印迹传感器。

将模板分子洗脱后，得到可识别 GA3 的印迹空穴。施加电压

使 g-C3N4/Au 处于激发态，当 Ru(bpy)3
2+ 通过空穴到达电

极表面，激发态 g-C3N4/Au 的能量转移到 Ru(bpy)3
2+，使

ECL 信号增强，实现对 GA3 高灵敏检测。

基于 g-C3N4/Au 增强 Ru(bpy)3Cl2 的电化学发光信号的

分子印迹传感器能量转移电化学发光法检测赤霉素

来源：分析化学
文章链接：http://shufe.xml-data.org/weixin/article/20271331

ECL-RET 体系构建的分子印迹电化学发光传感器可用于 GA3

的高灵敏、高选择性测定。在 4.00×10-14 mol/L~7.00×10-11 

mol/L 范围内，电化学发光信号与 GA3 浓度的对数成良好的

线性关系，检出限为 1.64×10-14 mol/L (DL=3S/K)。同时，

该传感器具有良好的选择性、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可用于

啤酒中 GA3 的分析检测。本方法利用 MIP 传感器的 ECL-

RET 法，为其它不能或产生极弱电化学发光的物质的检测提

供了一种新思路。

 ▲ 【图 1】 MIP 传感器制备原理图以及利用 ECL-RET
系统测定 GA3

此项研究得到了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No. 21765006)、

广西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No. 2018GXNSFAA138145)

和广西岩溶地区水污染控制与用水安全保障协同创新

中心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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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生长的效果（图 2D、2E）。此外，超分子多肽纳米药物

具有较低的血液毒性、肝毒性以及肾毒性，显示了优异的生

物安全性（图 2F）。

【▲ 图 2】 多肽药物对 HCT116 结肠癌细胞 (A) 和 NCM460
肠表皮细胞 (B) 的细胞毒性；超分子多肽纳米药物 HCT116
细胞的抗肿瘤活性 (C)，在血液中的代谢情况 (D)，在主要器
官中的分布 (E)，以及肾毒性 (F)。

可以预期，该超分子多肽治疗策略不仅适用于本研究介

绍的在 N 端引入苯丙氨酸的抗肿瘤多肽，也可适用于多种原

本在 N 端就含有苯丙氨酸单元的临床多肽药物，例如人胰岛

素、比伐卢定等，以提高它们的体内稳定性和治疗效果。由

此可见，超分子多肽治疗策略有望为具有生物活性的多肽和

蛋白类药物的药剂制备及其临床转化提供一个通用的、有潜

力的方法。

多肽药物具有高活性、特异性以及毒副作用小等优点，

在肿瘤和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疗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临床应用。

然而在生理条件下，多肽药物稳定性差、易于被清除降低了

其对肿瘤的治疗效果，肿瘤部位富集能力差同样制约了多肽

药物的临床发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家纳米科学中心易

宇副研究员、赵宇亮研究员与清华大学王华博士、张希教授

合作，提出了一种简便高效的超分子多肽治疗策略用于肿瘤

治疗 ( 图 1)。该策略基于多肽 N 端的苯丙氨酸与 CB[7] 较强

的主客体相互作用 ( 结合常数 ~106 M-1)，在溶液中将 PEG

与 CB[7] 的共聚物 Poly-CB[7] 同 N 端含苯丙氨酸的多肽简

单混合，即可获得极高包封率(>97%)的超分子多肽纳米药物。

 ▲ 【图 1】超分子多肽治疗策略示意图

首先，通过多肽固相合成在抗肿瘤多肽（KLAK）的 N 端

引入天然氨基酸苯丙氨酸单元，制备了多肽药物 F-KLAK。N

端引入苯丙氨酸后，F-KLAK 对 HCT116 肠癌细胞的细胞毒

性明显增加，半抑制浓度值相比 KLAK 减小了 10 倍，并且该

杀伤效果对肿瘤细胞具有选择性 ( 图 2A、2B)。研究表明，

苯丙氨酸为KLAK提供了疏水基团，使其更易于与细胞膜结合，

增加了多肽药物穿膜和破膜效率。随后，F-KLAK 通过主客体

相互作用高效地被 Poly-CB[7] 包载，组装形成超分子多肽纳

米药物。超分子多肽纳米药物在细胞水平上维持了多肽药物

的抗肿瘤活性及选择性 ( 图 2C)。体内实验表明，与单纯多肽

药物相比，超分子多肽纳米药物在小鼠血液中循环时间延长，

在肿瘤部位的富集量增加至 2.8 倍，并取得了良好的抑制肿

把药装进“葫芦”里：一种简便高效的超分子
多肽纳米药物输送及肿瘤治疗策略

来源：CCS Chemistry
文章链接：https://www.chinesechemsoc.org/doi/10.31635/ccschem.020.202000283

此项研究得到了科技部“纳米科技”重点专项以及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该工作以 Research Article

的形式发表在 CCS Chemistry 2020 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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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分子体系化学动力学的理论研究是现代物理化学的

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沿和挑战。量子动力学的波函数表象——

含时（原子核）Schrödinger 方程非常简洁。在这个表象下

发展的量子力学方法可以用于严格计算只含几个原子的小分

子体系的动力学物理量，定量解释乃至指导化学动力学实验。

然而，波函数表象应用到复杂大分子系统存在三个严重缺陷，

一是计算量随体系尺度增大而指数增长，很难将其应用到大

分子体系；二是对于高温甚至室温分子体系，采用量子动力

学波函数表象往往导致基组数目和计算量巨大；三是不方便

构建高效的计算方法得出量子动力学在约化普朗克常数趋于

0 的极限 [ 所谓“经典极限”，即经典动力学］。对于原子核

量子效应不明显的分子体系，经典动力学可以简便高效地描

述其动力学过程。即便将来能应用量子计算机也不能完全克

服这三大困难。因此，为复杂分子体系发展实用量子动力学

理论就十分必要。

多维谐振子模型是描述复杂分子体系振动的最简单模型。

一个合适的实用量子动力学理论必须能够自然地得到多维谐

振子模型的真实结果，这样应用到实际分子体系才有意义。

对于给定温度下处于热平衡的复杂大分子系统，动力学不会

改变热力学物理量。同时满足对谐振子体系的准确处理以及

平衡系统热力学物理量不随时间变化这两个基本要求是能可

靠模拟各种动力学性质的基础，是过去 20 多年里制约实用量

子动力学理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北京大学刘剑课题组近期

在相空间表象中基于量子刘维尔方程构建满足两个基本要求

的动力学理论，并结合路径积分表象求解动力学方程，提出

了路径积分刘维尔动力学方法。

近日，北京大学刘剑课题组利用研究甲醛和过氧化氢

两种大气和环境化学中的重要分子，计算偶极矩时间导

数的关联函数得到红外光谱。尤其是过氧化氢分子中包

含 隧 穿 裂 分（tunneling splitting） 效 应， 导 致 300

波数的位置附近出现相差约 120 波数的两个振动峰。以

往基于轨线的实用量子动力学计算方法无法描述这个现

象。通过与真实振动频率相比，发现路径积分刘维尔动

力学可以比较忠实地描述这两种分子体系振动动力学过

程中的核量子效应，能够比较准确地刻画系统温度变化

和同位素取代效应引起的振动光谱变化。

甲醛和过氧化氢分子振动光谱的路径积分
刘维尔动力学模拟

来源：CJCP 化学物理学报英文刊
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RsBVo2lAhEbzgm1vnnrPyg

这项研究结果表明路径积分刘维尔动力学这种基于轨

线的实用量子动力学理论在满足两个量子力学基本要

求的前提下，可以合理地刻画光谱中的核量子效应，

甚至可以描述峰位相差较大的隧穿裂分效应。这为研

究核量子效应如何在气态、团簇、凝聚态复杂分子体

系中发生变化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工具。相关研究发表

在《化学物理学报》英文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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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催化学报》在线发表了上海交通大学张鹏飞团

队在工业催化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该工作报道了基于机械

化学氧化还原法合成具有高比表面积（479 m2/g）的钴锰双

金属氧化物催化剂，并在各种典型的 VOC 的催化燃烧中发挥

出优异的性能。论文第一作者为：鲍佳锋，论文通讯作者为：

张鹏飞。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被认为是造成空气污染的主

要因素之一。因此，迫切需要开发有效的过程以控制其排放，

而完全催化氧化是一种非常有潜力的处理方法，该方法是将

VOCs 在催化剂的存在下转化为无毒无害的二氧化碳和水。

考虑到安全性、节能、低成本和环境友好性，低温 VOCs 氧

化催化剂及过程开发是工业催化的研究热点之一。

目前已经商业化的催化剂主要为贵金属基催化剂，这类

催化剂活性优异，稳定性良好。但是，高昂的价格和稀缺的

资源大大限制了其应用范围。而过渡金属虽然价格低廉且自

然丰度高，但是它们的催化性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传统

的过渡金属催化剂主要通过共沉淀法、溶胶 - 凝胶法和浸渍

法等方法合成。这些方法都是基于溶液的湿化学方法，存在

步骤繁琐、耗时耗能以及废液多等弊端。该课题组从过程强

化的角度，简化了过渡金属催化剂的合成策略并同时提升其

催化性能。

来源：催化学报 CJCatal
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xqjkEPMuUQM5XuoMesa72Q

上海交通大学张鹏飞课题组：基于机械化学的高比表面积
CoxMn1-xOy 催化剂合成及其 VOCs 燃烧研究

01

02

03

04

05

06

此合成策略具有以下优点：

通过机械化学（球磨）的方式在无溶剂的条件下驱动氯化钴与高锰酸钾之
间的氧化还原反应来进行催化剂的制备。

该合成策略不需要热处理（煅烧）操作，在几小时内通过简单的球磨便可
完成合成过程。

通过该方法制备的 CoxMn1-xOy 催化剂比表面积高达 479 m2/g。

该催化剂在丙烯的完全燃烧中发挥出优异的活性和稳定性。在 200 ˚C 之前
就可以将丙烯完全转化，并且具有很好的抗水、抗硫以及热稳定性。

该催化剂在一氧化碳、甲烷、乙醇、丙酮、甲苯的催化燃烧中也具有不俗
的活性。

得益于机械化学这种简便的合成策略，本课题组已在实验室完成了公斤级
的合成。

【▲ 图 1】机械化学氧化还原法合成 CoxMn1-xOy 催
化剂的示意图

合成方法环保

合成方法节能、省时且简便

催化材料比表面积高

性能优异

适用范围广

易规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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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自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王笃金研究员团队，

从化学升级再造 (chemical upcycling) 的角度出发，综述

和展望了废弃 DMMs 的主体材料 ( 聚丙烯，PP) 回收的现

状和未来升级再造的途径，包括机械共混、化学改性、可控

降解、物理加工改性等，并分析了各种途径的优劣势，指

出将废弃 PP 通过化学方法有选择性地转换为产品种类单一

的相关化学品、燃料和高附加值的相关材料，是实现将废弃

DMMs 变“废”为“宝”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方法。

【▲ 图 1 】 废弃一次性医用口罩化学升级再造的卡通图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重大呼吸道传染性疾病在

全球大范围的传播，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一次性医用口罩

(disposable medical masks, DMMs) 等 医 疗 物 资 的 需 求

不 断 攀 升。 截 至 2020 年 4 月 底， 我 国 DMMs 日 均 产 量

已达 2 亿只，每只约重 5g，即将来每天面临约 1000 吨废

弃 DMMs。如何正确处理疫情期间及之后产生的大量废弃

DMMs，充分认识废弃 DMMs 回收处理的必要性，加快开

发增值利用新技术，已成为新冠疫情和其他呼吸道传染性疾

病引发的重要课题，也是保护生态环境的迫切要求。事实上，

全球废弃高分子材料的回收利用率并不高。2019 年我国产

生 6300 万吨废弃塑料，回收率仅为 30%，而填埋量、焚烧

量以及遗弃量却分别达到 32%、31% 和 7%，对环境保护带

来了极大的压力。尽管我国合成树脂的产量逐年增加，其中

PP、聚乙烯（PE）等聚烯烃通用塑料占比超过 50%，但废弃

塑料回收率却常年维持在 30% 左右（图 1），造成了资源的

巨大浪费。因此，聚焦废弃高分子材料回收利用的新技术开发，

探索其绿色、高效的回收再利用途径，将为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做出贡献。

东华大学张耀鹏团队：丝素蛋白纤维及功能化材料的
设计与构筑

来源：高分子学报
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6MuYsoD2JJBNK-lOQOchg

上述工作以综述形式发表在《高分子学报》2020 年第

12 期（doi: 10.11777/j.issn1000-3304.2020.20136），

题为“废弃一次性医用口罩的回收利用与化学升级再造”，

第一作者为陈海明博士，通讯作者是中国科学院化学研

究所王笃金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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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结构化学 ChineseJStructChem
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um1VTikKPGJnjj__JnYkuw

从三维的 RbLu5Te8 到二维的 CsMnGdTe3：
合成，晶体及电子结构

近日，林华研究研究团队利用高温固相反应成功合

成了两例稀土基硫属化合物：三元的 RbLu5Te8 和四元的

CsMnGdTe3。单晶 X 射线衍射表明化合物 RbLu5Te8 属于单

斜晶系，空间群为 C2/m（no.12），晶胞参数为 a = 22.075（5）

Å，b = 4.2987（8）Å，c = 10.588（2）Å，β = 103.89（2）Å，

V = 975.4（4）Å3，而化合物 CsMnGdTe3 则结晶于正交晶

系，空间群为 Cmcm（no.63）中，晶胞参数为 a = 4.4872

（8）Å，b=16.769（3）Å，c =11.807（2）Å，V = 888.4

（3）Å3。在 RbLu5Te8 的结构中，由 [LuTe6] 八面体通过共

享面、边和顶点形成一个三维网格结构，Rb+ 位于孔道之中。

CsMnGdTe3 的晶体结构由 [GdTe6] 八面体和 [MnTe4] 四面

体通过共边和共顶点的方式形成二维的 [MnGdTe3]
– 并沿着 b

轴排列。Cs+ 离子位于 [MnGdTe3]
– 层与层之间，由八个 Te

原子包围，形成一个 [CsTe8] 双帽三棱柱结构。CsMnGdTe3

是四元体系 ARETMQ3 中首例被报道的碲化物。此外，还利

用理论计算研究了它们的电子结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多元硫属化合物因其独特的物理性

能，例如离子交换、磁性、催化、超导、热电和非线性等，

而受到广泛的关注。其中，三元 A/RE/Q（A= 碱金属，RE=

稀土元素，Q= 硫族元素）展现出丰富的结构多样性，其基本

的构筑单元 [REQ6] 八面体可以通过不同的连接方式形成二维

层、三维框架以及封闭空腔结构。例如，随着 A/RE 原子比

例从 1.0（AREQ2 化合物）降低到 0.43（A3RE7Q12 化合物），

再降低到 0.14（ARE7Q11 化合物），结构从二维的层状到开

放的三维孔道，最后变成封闭的空腔结构。在 A/RE/Q 三元

体系中引入具有多种配位模式和价态的过渡金属是进一步丰

富其结构多样性和特殊物理性质的有效策略。迄今为止，已

经成功地合成了大量含有 RE 和过渡 (TM) 元素的多元硫属化

合物，即四元的 A/RE/TM/Q 体系。该体系的化合物主要有

ARETMQ3(TM = Mn、Co、Zn、Cd 和 Hg),ARETMQ4(TM 

=  C u 和 A g ) , A R E C u 2Q 4, A R E 2C u Q 4,  A R E 2C u Q 6, 

ARE2TM3Q5(TM = Cu 和 Ag), ARE3Cu2Q6,AREAg4Q4, 

A 2R E C u 3Q 5 ,  A 2R E 4T M Q 9( T M  =  C u 、 A g 和 A u ) , 

A3RE4Cu5Q10, 和 AxRE2Cu6-xTe6。 这 些 化 合 物 具 有 多 样 化

的 RE–Q 拓 扑 结 构， 例 如， 从 A2REAg3Q4 的 一 维 链 到

ARE3Cu2Q6 的二维层，再到 ARE2CuQ4 的三维网络，碱金属

A 作为抗衡阳离子通常都位于结构的孔道之中。

在早期的研究中，该课题组利用高温固相合成技术结合

适量的助熔剂方法，发现了许多结构新颖的多元硫属化合物，

如Cs[RE7Q11](RE = Yb，Lu；Q = S和Se), (ClCs6)[RE21Q34](RE 

= Dy，Ho；Q = S，Se 和 Te), Cs[RE9Mn4Q18](RE = Ho–

Lu), Cs[RE9Cd4Q18] (RE = Tb–Tm), Cs2[RE8InS14](RE=Ho–

Lu)。最近，改课题组利用上述方法进一步拓展了硫属体系

的探索合成工作，并成功地获得了两例新的稀土碲化物，即

RbLu5Te8 和 CsMnGdTe3。本研究详细介绍了这两例化合物

的合成、晶体和电子结构。

单晶 XRD 数据显示，三元碲化物 RbLu5Te8 结晶于单斜

空间群 C2/m（no.12），结构中 3 个晶体学独立的 Lu 原子

由六个 Te 原子以八面体配位，分别形成三条一维无限链，链

与链之间通过共边和共面的方式形成开放的三维孔道结构，抗

衡阳离子 Rb 填充在孔道之中。该化合物是目前三元 ARE5Q8

体系被报道的第二个例子。而四元碲化物 CsGdMnTe3 属于

正交空间群 Cmcm（no.63）是 ARETMQ3 体系化合物中发

现的第一个碲化物。该化合物的主要结构特点是由 [GdTe6]

八面体和 [MnTe4] 四面体组成的二维 [GdMnTe3]
– 层，碱金

属 Cs+ 阳离子填充在层与层之间。电子结构计算表明，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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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RbLu5Te8 和 CsMnGdTe3 均为间接带隙半导体，理论能隙

分别为 0.86 eV 和 1.59 eV。前者的光学带隙主要来自 Te-5p

和 Lu-5p/5d 轨 道， 后 者 则 是 来 自 Te-5p，Gd-5d， 以 及

Mn-3d 轨道。

【▲ 图 1】 三维的 RbLu5Te8 与二维的 CsMnGdTe3 结构对比

通过高温固相反应发现了两例新的稀土碲化物 RbLu5Te8

和 CsGdMnTe3。前者属于单斜晶系，由 Rb+ 填充于三维

[Lu5Te8]
– 开放孔道之中；后者结晶于正交晶系，其结构主要

由二维 [GdMnTe3]
– 层交替堆叠而成。电子能带结构表明了

二者具有间接半导体特性，其 Te-5p 态到 RE-5d 态的跃迁决

定了带隙的大小。此外，DOSs 证明了三维 [Lu5Te8]]
– 阴离子

骨架和二维 [GdMnTe3]
– 阴离子层分别对化合物的的 Eg 起主

要作用。有关该体系的相关物理性能正在进一步研究中。

此研究由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和三明学院

合作完成，文章第一作者为张建汉副教授，通讯作者

为林华研究员。

近日，《色谱》发表了封面文章：量子化学计算解析手

性共价有机框架材料 6 色谱固定相的手性拆分机理，该工作

由闽江学院的胡园园，张忠杰和黄露完成，并得到了福建省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的支

持。

共价有机框架材料 (COFs) 是通过共价键和有机结构单元

构建的新型多孔聚合物材料。目前 , COFs 已被广泛应用于能

量存储、光电器件、传感器、催化、样品前处理等领域。进

入21世纪以来, 手性药物发展迅速, 手性研究已经成为化学、

材料、生物等学科的研究热点 , 手性 COFs 也因此应运而生。

作为一种新型的手性分离材料 , 手性 COFs 已被成功用于液相

色谱、气相色谱、毛细管电色谱拆分手性对映体。然而 , 由于

闽江学院黄露团队：量子化学计算解析手性共价有
机框架材料 6 色谱固定相的手性拆分机理

来源：色谱期刊
文章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HVyKvl9Cw5HOzP0vI_G4YQ

手性 COFs 材料出现时间较短 , 尚未有关于其手性识别机理的

报道。

自色谱法被用于拆分手性对映体以来 , 科研工作者就一直

在尝试用各种方法解释手性拆分机理。除了通过实验进行手

性拆分机理研究 , 还可以通过化学计算从分子水平上研究分子

之间的弱相互作用 , 从而揭示手性固定相识别对映体的机理。

以环糊精为例 , 人们采用分子力学、分子动力学和蒙特卡洛等

多种分子模拟方法研究其与客体的包合作用及手性识别机理。

与上述分子模拟方法相比 , 量子化学计算是一种精确度更

高的计算方法 , 已被成功用于研究杯状芳烃、手性金纳米通道、

手性离子液体、手性 CdSe 纳米片、手性 CdTe 量子点等与手

性对映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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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最常用的量子化学计算程序是 Guassian, 但由于

分子间弱相互作用体系通常都比较大 , Guassian 计算非常

耗时 , 而 ORCA 程序使用密度拟合近似 (resolution-of-the-

identity, RI) 进行加速后 , 其计算速度明显优于 Guassian, 非

常适合计算大体系弱相互作用。

手 性 共 价 有 机 框 架 材 料 6(chiral covalent organic 

frameworks 6, CCOF6) 是一种新型手性 COFs, 已被成功用

于液相色谱拆分手性对映体。

为探究 CCOF6 色谱固定相的手性拆分机理，首先运用

ORCA 程序对 CCOF6 及 4 对手性对映体进行结构优化，然

后使用 AutoDock 程序对 CCOF6 及各对映体分子进行分

子对接，获得 CCOF6 与对映体相互作用的初始构型；采用

ORCA 程序（B3LYP 泛函，带 DFT-D3 校正，轨道基组为

def2-TZVP，def2/J 作为 RI-J 的辅助基组，RIJCOSX 用来

加速计算）对初始构型进行能量计算，以最终确定 CCOF6 与

对映体的相互作用构型，并获得相应的结合自由能和结合自

由能差；使用 Multiwfn 程序对 ORCA 结果进行独立梯度模

型分析，并应用视觉分子动力学程序可视化展示 CCOF6 与对

映体的弱相互作用。

【▲ 图 1 】CCOF6 与 4 种外消旋化合物的相互作用构型

【▲ 图 2】 IGM 等值面图及散点图

结果表明：

【▲ 图 3】 CCOF6 与对映体相互作用的 IGM 图

01

02

03

04

05

在 计 算 结 合 自 由 能 方 面， 考 虑 了 溶 剂 效 应 的

ORCA 计算方法比不考虑溶剂效应的 ORCA 以及

AutoDock 计算方法更为精确；

CCOF6 色谱固定相与对映体之间的结合自由能差绝

对值越大，对映体的选择性因子也越大，然而对映

体的分离度不一定会越大；

除 S-1- 苯基 -1- 丙醇是以羟基和 CCOF6 的醚键发

生相互作用外，其他对映体皆为羟基与 CCOF6 的羰

基发生相互作用，且 S-1- 苯基 -1- 丙醇与 CCOF6

的结合力最弱；

结合对映体的出峰时间和其与 CCOF6 的结合自由能

大小可以推断，正己烷 / 异丙醇流动相对 1- 苯基 -1-

丙醇的洗脱能力最弱，正己烷 / 异丙醇流动相对 1-

苯基 -2- 丙醇的洗脱能力次弱；

除了 S-1- 苯基 -1- 丙醇出峰时间迟于 R-1- 苯基 -1-

丙醇，其余对映体均为 R 型出峰时间迟于 S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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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可穿戴设备的
研究和应用进展

作者：李博伟

来源：化学通讯微信公众号 

研
究
背
景

亮 点 解 读

智能可穿戴设备近来已迅速从科幻作品中转变为各种成熟的消费品和医疗产品，如 FitBit 和 Apple 

Watch 等，作为可以随身穿戴的“健康管

家”，随时监视身体的各种状况，再加上同智能手机

或电脑的实时连接，更好的实现了可穿戴设备的智能

化和实时化。相较于目前主要的抽血和传统的台式测

量技术，智能可穿戴设备可以更加及时快速的告诉使

用者自身的身体状况，例如血糖水平、脱水状况、心

率情况等，为个人身体健康检测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同时，智能可穿戴设备的操作和使用相对简单，可以

满足非专业人士和基础设施较为薄弱地区的需求，显示出广阔的发展前景。

来自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的李博伟与

烟台大学环境与材料工程学院韩京龙课题组（DOI：

10.19756/j.issn.0253-3820.201410）从不同的应用

出发，对智能可穿戴设备进行了系统的分类总结，尤

其从智能可穿戴设备的穿戴方式角度，将目前所出现

的相关智能可穿戴设备高度归纳分为接触型、植入型

和外接型三种类型，直接接触的可穿戴设备通过粘合

剂或吸附力等直接将设备固定到皮肤表面，具有轻松、

便捷、灵活的特点。植入型的可穿戴设备主要通过微

型针的形式进行皮下检测，可以直接接触间质液进行

更加准确快速的检测。对于外接型可穿戴设备，其穿

戴方式更加多样，且更加舒适。

随后，对智能可穿戴设备构建所用的常用先进功

能材料和不同的传感方式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总结，常

用材料包括柔性材料、纸基材料、纳米材料和有机材料，

不同传感方式包括化学传感、光学传感和机电传感，

进一步挖掘了智能可穿戴设备的发展现状。除此以外，

从前沿研究比较广泛的汗液检测、呼吸检测及心率和

血氧检测的三大应用角度出发，在可穿戴设备的应用

方面做了翔实的综述评论，对智能可穿戴设备的最新

应用研究做了较为全面的评述。

最后，本文根据对智能可穿戴设备最新研究进展

的归纳总结与综述评论，提出了智能可穿戴设备研究

未来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展望了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该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No. 41776110) 和

中国科学院海洋生态与环境科学重点实验室（中国科

学院海洋研究所）开放基金 (KLMEES202002)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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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支持，常用的接触方式是通过粘合剂或吸附力等直接

将设备固定到皮肤表面。无创可穿戴设备检测最多的是汗液，

汗液是最容易接触的皮肤液体，可以提供大量与人体生理状

态相关的信息，因此，汗液是开发无创可穿戴生物传感器最

具针对性的生物流体之一，可穿戴的自供电式汗液监测系统，

可以方便、准确地实现在个人手机上显示汗液信息，评估个

人生理状态。一种由三电极传感器集成的微流控芯片用于葡

萄糖检测，可以实现在 48 小时内连续监测葡萄糖。除了对

汗液的监测，直接接触的可穿戴设备还常常用于压力检测和

温度检测。一种接触式的纸基应变传感器，其纸基应变传感

器能够进行大角度的连续监测。如图 1（A）所示，使用模

拟章鱼吸盘来替代黏合剂制作高度灵敏的柔性温度传感器，

传感器在反复从皮肤附着和剥离的过程中，表现出稳定且可

重复的皮肤温度检测，并且长时间内没有任何皮肤刺激。

植入型

植入型的可穿戴设备主要通过微型针的形式，进行皮下

检测，间质液作为一种新兴的生物标志物来源，对疾病诊断

具有重要意义，微针提供了一种从间质液中提取所需分子的

微创方法。近年来，已经可以通过间质液来检测代谢物，如

葡萄糖、乳酸、酒精等。相较于采血分析，微针分析不会造

成不适和疼痛，对于需要每天进行检测的患者，这些影响会

更加突出。微针是小型化的传统皮下注射针，高度只有几百

微米，其大小避免了对真皮层的伤害。如图 1（B）所示，

将 3D 打印微流控芯片与 FDA 批准的临床微透析探针相集

成，然后与实验室制造的无线恒电位仪相连接，用于实时连

续监测皮下葡萄糖和乳酸水平。如图 1（C）所示，一种用

于皮下酒精检测的微针传感芯片，通过对小鼠离体皮肤模型

的实验分析，证实了该生物传感器对皮下酒精浓度监测的穿

透能力和有效性。

可穿戴设备
可穿戴设备即直接将传感设备穿在身上，或是整合到衣

服等可穿戴物品中的一种便携式设备，将可穿戴技术和传感

器相结合，改变传统的样品采集后再检测的模式，直接实现

样品收集检测的一体化。

可穿戴设备常见的穿戴方式有接触型、植入型和外接型。

接触型穿戴直接将传感器固定到皮肤表面，植入型穿戴则是

利用传感器透皮检测，而外接型可穿戴设备通过将传感器外

接到固定装置来实现其穿戴。

图 1 不同穿戴方式的可穿戴设备：(A) 接触型可穿戴设备；(B，C)
植入型可穿戴设备；(D，E) 外接型可穿戴传感器
Figure.1 Wearable devices with different ways of wearing: (A) 
Contact wearable device; (B,C) Implanted wearable device; (D,E) 
Wearable sensor with additional device

接触型
直接接触的可穿戴设备具有轻松、便捷、灵活的特点，

有较高的柔韧性和灵敏度，在设计和制造方面需要多种技术

近
年来，FitBit 和 Apple Watch 等智能可穿戴设备

的迅速发展，使可穿戴设备渐渐地受到人们的关注，

同时随着微型电容器、新材料、无线传输技术等领

域的发展也为传感设备的可穿戴提供了更多的技术支持。目

前可穿戴设备主要用于生命体征和运动健康状况的体外检测，

穿戴的传感器直接或间接同人体接触，对一些指标如葡萄糖、

pH 值、脉搏等数据进行实时检测传输，可穿戴设备主要用于

人体检测，在其他领域也有少量应用。另外，可穿戴设备对

于汗液和物理指标的检测分析较多，商业化产品大多是用于

物理指标检测的可穿戴设备，随着对可穿戴传感器技术的深

入理解，实现人体更多信息的检测，创造新一代的可穿戴设

备指日可待。

智能可穿戴设备的研究和应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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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接型

对于外接型可穿戴设备，设备本身不能直接穿戴，而是

通过将其外接到穿戴物品上来实现穿戴，如集成了视听图像

处理和记录设备以及无线连接和传感器的智能手表和眼镜

等，其中谷歌眼镜就是一种典型的的外接型的智能穿戴设备，

它具有成像和视频记录功能，以及各种无线技术。穿戴时外

接型的可穿戴设备较为舒适，图 1（D）所示，通过将纸基

传感器固定到口罩中并与传统电子设备相结合，将呼吸数据

传送到附近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进行处理，实现对与呼吸

的实时监测。图 1（E）所示，利用可穿戴的汗液传感器实

现对室内运动中的汗钠的有效地收集和实时分析。通过将传

感设备外接到可穿戴设备上，可以更好地实现更多结构和功

能的集成，例如传感器材料、储能装置、近场通讯装置等。

可穿戴设备的常用材料

为了满足可穿戴设备的要求，传感器的材料需要具有轻

薄、柔软和耐腐蚀等特点，目前用于可穿戴设备的主要材料

包括柔性材料、纸基材料、纳米材料和有机材料。

图 2 可穿戴设备的常用材料：(A) 柔性材料；(B) 纸基材料；(C) 纳
米材料；(D) 有机材料
Figure.2 Common materials for wearable devices: (A) Flexible 
material; (B) Paper based materials; (C) Nanometer material; (D) 
Organic materials

柔性材料

柔性材料作为可穿戴设备的常用材料，主要有聚二甲基

硅氧烷（PDMS）、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聚萘

乙烯、聚氨酯、聚酰亚胺和乳胶等，它们的相容性、弯曲性、

机械和温度稳定性相对较好。在众多的柔性材料中，PDMS

和 PET 又是其中最常用的。如图 2（A）所示，长时间连续

检测汗液的柔性微流控芯片由三层 PET 薄膜层压成，检测

时，皮肤表面的芯片通过集成在入口中的过滤器吸收体表的

液体，然后通过毛细作用进入微通道和传感腔，进行检测。

柔性材料的超轻重量，高流动性，可伸缩性，低成本与其兼

容性使得它可以集成许多其他组件。其中可伸缩提供的灵活

性，不仅可以缓解弯曲引起的机械应变，还可以缓解压缩、

拉伸和扭转等其他扰动引起的机械应变。柔性可拉伸的可穿

戴设备可以与皮肤牢固结合，尽可能的减少界面处产生的应

力，在正常的身体运动和肌肉运动过程中产生的强烈压力下，

实现对人体活动和个人健康的监测。

纸基材料

纸基由于其自身特有的特性，具有易于回收处置、成本

低、吸水性强和柔韧性好等优点。纸基可穿戴设备的独特性

使其可以很好的用在呼吸监测上，利用纸基良好的吸水性，

制备的可穿戴纸基水分传感器，通过检测呼吸引起的水分变

化，从而检测个人呼吸，相较于传统的设备，其成本很低。

通过将纸同其他材料相结合，可以改善纸基设备强度上的缺

点，基于微流控纸基芯片，将棉线和滤纸相结合，设计制备

用于葡萄糖检测的可穿戴设备，为纸基可穿戴设备的的发展

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纳米材料

常见的用于可穿戴设备的纳米材料包括碳纳米管、

金属纳米线、金属氧化物纳米线和导电聚合物纳米线等。

如图 2(C) 所示，制造了一种基于介电泳羧基功能化单壁

碳纳米管的 pH 传感器，通过碳纳米管的排列可以在不

同方面改变其性能，已经开发了许多技术来制备具有不

同形貌的碳纳米管，包括垂直的碳纳米管、弯曲的碳纳

米管和悬浮的碳纳米管。对于金属纳米材料主要有金银

铜纳米线，将银纳米线和 PDMS 相结合研制了一种压力

传感器，可以监测如轻触、吞咽、弯曲和扭转等动作。

有机材料

基于有机半导体或导电材料的有机传感器由于其灵活

性、可拉伸性、低成本和重量轻等优点，近年来成为可穿戴

设备常用的材料之一，有机半导体和导电材料的独特优势在

于，它们的电学、机械、化学和光学特性可以通过合理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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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设计来优化。有机半导体光传感器的可调光学范围可以通

过分子设计来实现从近红外到紫外区域的吸收波长，因此，

这些传感器被广泛应用于连续实时监测个体的生理状态。如

图 2（D）所示，基于高灵敏度有机光电晶体管的光电容积

传感器，超薄的可穿戴装置能够连续监测心率变化，精确跟

踪身体各部位脉压的变化。

不同传感方式的可穿戴设备

如何实现可穿戴设备的信号转换是传感器正常工作的关

键，根据传感方式的不同，可将可穿戴设备分为三类，分别

是化学传感器、光学传感器和机电传感器。

图 3 不同传感方式的可穿戴设备：(A,B) 可穿戴化学传感器；(C) 可
穿戴光学传感器；(D) 可穿戴机电传感器
Figure.3 Wearable devices with different sensing modes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 (A,B) Wearable chemical sensors; (C) 
Wearable optical sensors; (D) Wearable electromechanical sensor

可穿戴化学传感器

可穿戴化学传感器主要通过将化学信号转换为光学信号

或电信号来检测，化学到光学信号常用的检测方法是比色法，

化学到电信号则主要采用电化学的方法进行检测。比色法的

主要优势是超低成本和设备简单，不需要外接电子设备和检

测装置。如图 3（A）所示，制造了一种基于离子凝胶和微

流控系统的可穿戴芯片传感器，通过与标准色图比较，只需

观察颜色变化即可获得汗液 pH 值。许多可穿戴的化学传感

器在本质上是电信号性质的，这类传感器一旦接触到生物流

体，就开始工作，同时，许多电化学传感器可以连续工作且

具有可逆性。如图 3（B）所示，一种基于电化学的汗液检

测传感器，可以同时测量出汗代谢物、电解质以及皮肤温度。

用于检测汗液的芯片传感器，芯片传感器具有良好的盐敏能

力，随盐浓度的增加芯片传感器的电流减小，汗液传感器通

过将芯片贴在人的手臂上，对室内运动中人体的汗液进行实

时监测。对于可穿戴化学传感设备来说，像离子、分子和蛋

白质等目标物的化学传感检测，这些目标物在体液中含量较

低且难以提取，如何实现汗液中目标物的提取和富集，是化

学传感设备面临的挑战。

可穿戴光学传感器

可穿戴光学传感器通过将光引入身体，利用光散射和光

吸收的变化在光学检测器上显示人体信息，先进的小型化光

电设备，与可穿戴基底相结合，可以在皮肤表面执行各种传

感功能。将不同颜色的光电探测器和发光二极管集成到一起，

并与外部电路互连，光信号穿透皮肤，根据氧化血红蛋白和

脱氧血红蛋白之间光谱响应的差异实时监测组织血氧水平。

如图 3（C）所示，一种超柔性反射式脉搏血氧传感器，其

超薄的传感器总厚度只有 3 μm，可视化的显示器可以直接

显示数字和颜色。除了常规的脉搏血氧检测，光电传感器还

可以检测到肌肉运动，基于光学传感的可穿戴传感器可以很

好的应用于无创检测，通过对传感系统和光学数据的进一步

研究，可以实现人体更加全面的健康状况检测。

可穿戴机电传感器

可穿戴机电传感器主要通过检测身体表面电阻、电容性

或者导电性等的变化来监测身体的信号，常见的可穿戴的机

电传感器有温度传感器、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

对于体温的连续实时监测具有重要意义，高透明的柔性

温度传感器可以很好地同显示设备连接到一起。基于碳纳米

材料的温度传感器可以增加热响应范围，提高传感器件的灵

敏度，其电阻严格依赖于温度。

应变传感器在运动监测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多

数的金属基应变设备的灵敏度（标度系数）在 2-5，基于

半导体的灵敏度为 100 或更多，基于柔性材料的灵敏度在

1~100 之间，另外灵敏度还取决于传感机制、材料的结构

等因素。

压力传感器是最常见的机电传感器，通常将施加的力转

换为电信号输出，基于压电效应的压电传感器在受到机械应

力作用时产生电荷变化，压电传感器的高灵敏度和快速响应

使其在可穿戴传感器的应用中具有很大的优势和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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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3（D）所示，在弯曲条件下，超高灵敏的的柔性压力

传感器表现出高达 40 nA 的电流和大约 1.5 V 的电压。电

容式传感器在机械刺激作用下电容发生变化从而产生信号，

捕捉人体胸部运动引起的呼吸频率。相较于其他形式的可穿

戴传感器，可穿戴电容式传感器在具有高灵敏度的同时功耗

较低。离电子传感作为一种新提出的离子电子界面的传感机

制，其在灵敏度和信噪比方面有着显著的提高。 

可穿戴设备的应用

近年来，可穿戴设备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人体健康检测方

面，其在人体各项指标的检测中有着重要的应用。

图 4 用于汗液检测的可穿戴设备：(A) 用于检测葡萄糖的可穿戴传
感器的结构和功能示意图；(B) 用于检测葡萄糖和乳酸的基于微流
控的可穿戴传感器；(C) 用于检测汗液的可穿戴传感器
Figure.4 Wearable devices for sweat detection: (A) Structure 
and function diagram of wearable sensor for glucose detection; (B) 
A microfluidic wearable sensor for glucose and lactate detection; 
(C) Wearable sensor for sweat detection

汗液检测

在身体的许多位置都分布着分泌汗腺，因此有大量可用

的取样点。汗水中包含着许多人体信息，能够确定个人的健

康状况，汗液中检测生物标志物和出汗率是汗液检测应用的

主要方面。

葡萄糖是维持人体各种生理活动的能量来源，乳酸是新

陈代谢的产物，葡萄糖和乳酸的检测对于高血压和糖尿病患

者有着重要的意义。如图 4（A）所示，一种基于微流控芯

片的可穿戴式比色传感器，用于检测汗液葡萄糖，该装置有

五个通道，能同时进行五次检测，可以显示空腹时出汗葡萄

糖浓度和口服葡萄糖后的细微差异。如图 4（B）所示，将

光刻技术和丝网印刷技术结合，与小型化的柔性电子板集

成，将数据无线传输到移动设备，表皮微流控检测芯片用于

汗液取样和对葡萄糖和乳酸的实时连续监测。

汗液 pH 反映着人体出汗情况和健康状况，对于汗液

pH 的检测可以直接显示人体脱水状况和身体情况。结合商

业上可用的纹身纸与传统的丝网印刷和固体接触离子选择

性电极相结合，制备了监测表皮 pH 的传感器，用于实时监

测人体出汗情况，同纹身纸结合的电位传感器对 pH 变化表

现出快速和灵敏的响应，此外，纹身纸可以承受的机械形变

满足可穿戴设备的关键要求，使其几乎可以用在任何裸露的

皮肤表面，同时又不失美观。

人体汗液中 Na+ 和 K+ 变化关系到人体电解质的流失，

电解质紊乱可能会导致不同的机体损伤。Garcia-Cordero

等研制了一种全芯片集成的可穿戴汗液传感系统，通过毛细

作用将收集到的少量汗液运送到芯片上分析 pH 值、Na+ 和

K+ 浓度。出汗率反映人体健康，大量的出汗可能会导致机

体紊乱引起脱水，严重的会引起中暑等后果。如图 4（C）

所示，引入了滚轧工艺制备的微流控传感贴片，用于收集汗

液并实时测量汗液中汗液速率、Na+、K+ 和葡萄糖的变化。

呼吸检测

呼吸作为一种人体生理参数是判断人体健康的重要依

据，目前主要使用各种专用的监测仪进行监测。由石墨烯填

充橡胶制成的导电复合材料，具有高应变灵敏度，工作应变

超过 800%。一种基于织物的应变传感器，制作的呼吸带可

以系在胸部或腹部周围，以监测呼吸频率。另一种可穿戴胸

带，不仅可以监测呼吸频率，还可以检测呼吸模式的变化。

在呼吸检测中比较特别的是基于纸基的可穿戴式的呼吸检

测，纸基水分传感器，利用纸张的吸水能力，通过将呼吸引

起的湿度变化转换成电信号来监测呼吸模式和呼吸速率。呼

吸过程中湿度的变化导致传感器的导电性发生相应变化，通

过监测电信号的变化来监测呼吸，基于纸张的电呼吸传感器

成本足够低且使用操作简单。

心率和血氧检测

心率和血氧监测是保障心血管系统乃至全身健康的重要

手段，由于脉搏是心率的直接反映，在这里，我们认为它们

是一样的。除了采用压力测量心率，通常将发光二极管和光

电二极管结合，使用光电容积描记来同时测量心率和血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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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的反射式脉搏血氧饱和度测量的低功耗可穿戴设备，用

于血氧监测和脉搏测定。利用反射式探头连续测量脉搏血氧

饱和度和心率的可穿戴设备，通过无线传输和信号处理技术

随着各种技术的发展，可穿戴设备作为材料、化学、生物、物理等多门学科综合应用下的产物从中受益良多，发展迅速，

但还是存在一些挑战等待解决，拥有巨大的发展空间。首先，基于汗液检测设备存在不能重复利用的问题，对此增加排出

系统可以实现设备的循环利用。其次是可穿戴设备检测和记录传输信息的功耗较大，大部分的设备虽然可以进行几分钟到

数小时不等的连续检测，但还是不能满足长期佩戴需求，所以更好的结合超级电容器等电容设备，可以实现更小更持久的

电源供应。再者，可穿戴设备集成了许多的部件，在穿戴时或多或少的影响舒适性，同时其生物兼容性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随着无线传输和新材料的发展，可以增强设备智能化并减小设备体积使其穿戴起来更舒适，同时结合生物材料天然的生物

相容性和生物降解性，来解决其安全性问题。最后，可穿戴设备的检测范围还主要集中在生理健康方面的检测，随着材料

科学、纳米技术、通讯技术和生物技术的发展，合成具有新颖性能的传感元件来拓展可穿戴设备的检测范围也是很重要的。

综上所述，尽管可穿戴设备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随着合成材料和检测方式的进一步扩展，检测平台和传输技术的

不断进步，可穿戴设备将会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将测量信号发送到移动设备上进行实时信号处理，其血氧测

量的准确度至少为 98%，心率准确率达到 97% 以上。

总结与展望

 ◄ 图片来源：Photo by Oliver Pecker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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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新冠病毒肺炎等重大呼吸道传染性疾病在全球

大范围的传播，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一次性医用

口 罩（disposable medical masks, DMMs） 等

医疗物资的需求不断上涨。根据流行性传染病专家预测，通

过佩戴口罩阻隔细菌和疾病等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生

活常态。截至 2020 年 4 月底，我国 DMMs 的日均产量已经

达到 2 亿只，每只重约 5g，那么这意味着将来每天面临超过

1000 吨的废弃 DMMs。如何正确、科学、绿色地处理大量

废弃的 DMMs 成为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也是对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迫切需求。

DMMs 主要由可塑性鼻夹、口罩带、内层无纺布、中层

过滤纸和外层无纺布组成。其中可塑性鼻夹常用聚丙烯 (PP)/

镀锌铁丝、聚乙烯 (PE)/ 镀锌铁丝或者铝条等，而口罩带由乳

胶和热塑性弹性体构成，常用材料为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PET) 或者聚氨酯 (PU)。

内外无纺布以及过滤纸的核心材料为高熔指数 PP 超细纤

维，并且过滤层的 PP 超细纤维必须采用熔喷工艺制备，其纤

维直径应保持在 2 微米左右，同时还需进行高电压的电晕充

电处理从而使其附带大量静电荷，当带有细菌或者病毒的飞

沫靠近时，由于静电吸附作用能够有效吸附细菌或者病毒。

当然，由于强的静电吸附作用，吸附的细菌或病毒很难清除

干净，而采用水洗会大幅降低纤维表面的静电荷，因此这类

口 罩 为 一 次 性 使

用，而使用之后的

口罩必然还会附着

部分细菌和病毒，

这对回收利用这类

DMMs 必然增添困

难。

DMMs 结构以及主要原料

目前废弃的 DMMs 回收之后的处理方式主要有四种：

（1）焚烧法，口罩具有高度可燃性，燃烧产生的能量可
以转换成可利用能量，比如电能。但是燃烧时必然会产生
废弃物，对环境造成污染；

（2）填埋降解，利用土壤中的微生物将塑料降解，但是
降解周期非常长，同时对土壤造成二次污染；

（3）机械回收，将机械粉碎的 DMMs 熔融后加工或共混
成低挡成品，但是加工产品使用范围受限；

（4）化学回收法，经化学处理，使其从高分子转变成小
分子化合物，然后重新构成新材料。然而这个过程对技术
要求严格，工艺复杂同时能耗较大，成本昂贵。

以上处理大量废弃 DMMs 的方式都并不很理想，很难带
来更多的能源和经济效益。

废弃 DMMs 的升级再造

废弃的 DMMs 的多个组成部件的化学成分不同。其中核

心材料 PP 具有较高的化学稳定性以及物理特性使其在化学改

性过程中面临巨大的挑战。因此在最大化回收利用过程中，

首先需要利用机械或人工手段对各个部件进行分离和分类。

机械共混

高温条件下可以高效灭活细菌和病毒，因此，可以采用简

单的高温机械共混的方式对废弃 PP 进行升级再造。DMMs

使用的 PP 具有较高的熔融指数和稳定的流动性，这决定其具

有较小的分子量和较窄的分子量分布，进而可以满足其和其

他材料共混时的加工可控性。

在熔融的 PP 中添加廉价的无机纳米粒子共混改性，可以

实现复合材料增强、增刚、增加抗冲击能力、改善透气性、

阻燃性、导电性以及热稳定等优点。例如添加二氧化钛、钛

酸钡以及钛酸锆等高介电常数陶瓷粒子，可以显著改善其介

电性能；添加氮化硼等高导热系数的纳米粒子，可以提高其

热导率；添加金属颗粒或者碳纳米管等导电填料，可以使其

具备导电性以及电磁屏蔽功能；添加氧化锌等抗菌/杀菌粒子，

可以扩展其在医疗器械的应用范围；添加 F3O4（四氧化三铁）

等磁性颗粒，可以使其作为磁性传感的关键材料，等等。这

些基于 PP 纳米复合材料通常可以作为重要设备的部件、零件

以及装饰品，从而实现废弃 PP 的升级再造。

在熔融 PP 中加入其他聚合物可以进行共混改性。然而，

废弃一次性医用口罩的
回收利用与化学
升级再造

作者：闵阳

来源：化学通讯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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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PP 表面张力大，分子结构呈现非极性，在和其他聚合物

共混时常常表现为热力学不相容，从而容易产生劣质塑料。

因此，增容剂的开发与使用显得尤为重要，而小分子增容剂

在实现增容的同时伴随着增塑作用，造成共混体系力学性质

的下降。当发展高分子增容剂时，可以获得接枝或者嵌段的

共聚物，可以有效兼容相容性和力学性质。

例如，2017 年，美国科学家 Coates 等在 Science 上发

表的研究论文，开发出了对丙烯和乙烯单体具有相同选择能

力的吡啶基催化剂，通过控制投料工序和单体配比，可以制

备分子量可调的多嵌段 PP-b-PE 共聚物，实现商业用 PP 和

PE 的黏合。基于这个研究成果，开发出新型可控聚合的化学

反应过程，实现 PP 和其他 PET、尼龙（PA）等众多极性 /

非极性废弃塑料的化学升级再造具有广阔的的发展前景。

PP 和 PE 黏合
Science, 2017, 355, 814–816

化学改性

PP 因其简单的分子结构以及非极性的化学性质，虽然通

过机械共混方式可以实现改性，但是其和其他极性物质之间

的相互作用较弱，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共混材料的性能提高。

因此，对 PP 分子链进行化学改性是优化性能的必要途径。其

常见的化学改性方法是在分子链上引入极性基团，包括羟基、

羧基、甲基丙烯酸甲酯基、马来酸酐基等，根据反应类型的

不同，可以归为自由基法、碳烯和氮烯法、C―H 基团催化官

能化等。

自由基法：将 PP、引发剂（多为过氧类引发剂）和接枝单体

混合，然后在 PP 的熔融温度之下（140 ° C 以下）进行反应，

此时 PP 仍为固相，故称固相剪切粉碎技术。首先，非对称过

氧化物在高温条件下裂解为 2 个自由基：R'O•（具有较高的

反应活性）和 •OCOR''―X（具有较低的反应活性），X 代指

含羰基的官能团，如羧基、酯基、酮等，后者不稳定，会发

生脱羧反应，产生 CO2 和 •R''―X；而 R'O• 进行链转移反应，

将自由基转移给聚合物，从而生成大分子自由基。此后大分

子自由基将与 •R''―X 或 •OCOR''―X 结合，最终获得功能化

的聚合物分子链。

Macromolecules, 2013, 46, 7834-7844
自由基法的化学过程

碳烯和氮烯法：碳烯法，在使用重氮乙酸乙酯的官能化条件下，

生成的碳烯（:CHCO2Et）以单线态反应，因此任何自由基行

为都得到了显著抑制，同时碳烯（:CHCO2Et）仅简单插入到

聚烯烃骨架的 C―H 键中，这样的反应机理会大大降低交联

等副反应的发生。氮烯是另一类具有潜力的官能团化剂，只

要氮烯以单线态而非三线态存在，就可以有选择性地插入到

聚烯烃的 C―H 键中，从而实现聚烯烃官能团化。例如磺酰

叠氮化物的热解就可以产生单线态氮烯，实现对 PE 的官能团

化改性。如果氮烯产物以三线态结构存在，则容易发生交联，

丧失改性的意义。相较于未改性的 PE，经氮烯官能团化后的

PE 与尼龙等极性聚合物具有更好的界面结合力，增强了非极

性聚合物与极性聚合物之间的相容性。PE 的氮烯改性技术已

经实现工业化生产。然而，目前碳烯或氮烯法改性 PP 的研究

较少，后续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实现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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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烯法和氮烯法的化学改性过程
Polymer, 1989, 30, 1133 − 1136

J Appl Polym Sci, 2002, 84, 1395 − 1402

C―H 基团催化官能团化：从热力学上讲，任何可行的 C―H

活化过程，其整体转化的吉布斯自由能呈现降低趋势。以

C―H 的羟基化为例，在大多数情况下，将负电性元素插入

C―H 键属于放热反应，这在热力学上保证了 C―H 基团催

化官能化的可行性。PP 的分子链骨架上的叔 C―H 键的反

应活性高于伯 C―H 键，这一规则有助于实现 PP 选择性的

催化官能化。Hillmyer 等人使用 Mn(TDCPP)-KHSO5 氧化

体系催化活化 PE- 亚丙基丙烯，成功在叔 C―H 位置引入了

羟基，实现其功能化。同时发现随着氧化剂 KHSO5 浓度增加，

分子链中的羟基化程度增加。

除此之外，Hartwig 等选用硼烷试剂与烷烃基铑催化剂

（[Cp*RhCl2]2）对聚乙烯乙烯进行功能化修饰。其中硼化过

程可在 150~200 ° C 之间的聚乙烯乙烯熔融体中进行，后用

氢氧化钠 / 过氧化氢处理产物聚合物便可产生相应的羟基。

其原理为聚合物侧链上的甲基碳的区域特异性羟基化。并且

相对于侧链上甲基密度，增加所用硼烷试剂的浓度，其平均

官能化度可以达到 2.6 个羟基。这类化学改性技术为研究商

业性聚烯烃的功能化提供了新的设计思路，然而需要强调的

是，由于催化剂的残留会诱导聚合物的氧化讲解，因此必须

严格控制最终改性聚合物中的金属催化剂的含量。

J. Am. Chem. Soc. 2002, 124, 1164–1165
生物降解

高分子材料的主链化学键的类型对生物降解能力的影响

非常大。当主链含有酯键或者酰胺键等可以水解键的塑料，

比如 PET、PU、聚乳酸和聚羟基链烷酸酯等在生物酶环境下

可以有效降解，转换成结构确定的低聚物或者单体，从而满

足后续的循环利用，加工升级成有经济效益的产品。例如，

世界总产量排名第四的 PET 用于各种饮食包装，是生活中非

常常见的塑料垃圾。但是，由于其主链包含酯基，其可降解

过程相对更为简单，在水解酶作用下理论上可以获得对苯二

甲酸和乙二醇等。近期，法国科学家使用基因工技术改进角

质酶 LCC（leaf-branch compost cutinase）, 从而获得 PET

塑料的高效降解性，而且降解产物可以重新作为合成 PET

的原材料。这个科学发现以论文形式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

Nature 上，并选为封面论文。进一步研究表明，这种降解技

术具有广阔的商业化的前景，目前正在示范工厂中进行验证，

这是废弃塑料循环利用与增值的一个飞跃。

 ◄ Nature, 2020, 
580, 216-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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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主链只含有碳碳键等非极性聚合物具备高的抗微

生物降解能力，例如全球产量排名前三 PP、PE 和聚氯乙烯

（PVC），在自然环境中可以保留百年以上，通常情况下需

要借助外界非生物因素，比如紫外辐射或者强氧化剂等。只

有当这类高分子塑料解聚成更小的结构单元时参能进入细胞

膜，进而被生物酶吸收和转化。

由此可见，生物降解 PP 等非极性键的高分子塑料的难度

非常大，但是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

催化裂解

另一方面，PP 可以通过高温分解或裂解，得到低分子量

的化学品，然后再经过二次裂解工艺制成汽油、柴油、烯烃

等小分子混合物，通过精馏、吸附等物理手段分离不同组分，

可用于能源和化工原材料。因为裂解过程的不可控性，容易

发生大量的副反应，为后理解产物的收集和分离带来困难，

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回收利用废弃口罩的成本。因此，探索

并开发新型催化剂，在 PP 裂解过程中，实现精准控制分子链

的断链位置和断链方式，从而获得高选择性的分解产物具有

重要意义。

PP、PE 等催化裂解常用三种策略：

（1）催化剂直接参与催化裂解；催化裂解通常通过诱导裂化、

异构化、环化和芳构化反应的碳正离子化机理，在酸性催化剂，

如沸石、二氧化硅 - 氧化铝、粘土和中空二氧化硅等条件下

进行。如果需要实现 100% 完全转化则需要大量催化剂，但

是体系中杂质会导致催化剂中毒，从而导致催化剂活性降低。

（2）聚合物热裂解后进行催化重整；聚合物首先裂解成低粘

度油，然后进行催化重整。因此，可以满足在加入催化剂之

前去除杂质，保证后续的高效催化。

（3）聚合物热裂解后进行加氢重整。聚合物首先裂解，然后

在氢气氛围中同时加入具有酸性和金属催化位点的双功能催

化剂，从而提高产物质量并降低烯烃含量。在催化过程中，

酸性催化剂通常为铝硅酸盐、负载型金属催化剂为 Pt、Pd 以

及 Ni 等。

总结

新冠肺炎在全球大范围的爆发使得 DMMs 的使用激增，

废弃 DMMs 的回收利用以及升级再造必然成为全球各个地区

面临的重要挑战。将废弃口罩通过化学方法选择地转换成某

些化学品、燃料或者高附加值的相关材料是实现废弃 DMMs

增值利用的根本途径。PP 等烯烃类聚合物也是人们日常生活

中最为常见的塑料，由于其非极性键导致的化学惰性，其在

后续化学改性中必然具备一定的挑战性。因此，化学科研工

作者必须开发出新的方法实现高度选择性裂解或官能化，这

必然会极大地促进废弃高分子材料的升级再造以及增值利用，

具有重要的节能环保意义，从而实现变“废”为“宝”、落

实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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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进展

来源：《环球科学》

《科学美国人》联合世界经济论坛，评选出了 2020 年全
球十大新兴技术。这些获得认可的技术必须具备超越现有技
术的潜力：它们必须能更好地促进社会进步；同时，这些技
术必须是新兴的，但可能在接下来的三到五年对该行业产生
重大的影响。在今年的榜单中，有哪些将改变人类的未来？

 ► 能无痛注射的微针
肉眼几乎不可见的“微针”有望让我们进入一个无痛注

射和无痛血检的新时代。无论是与注射器还是贴片连接，
微针都能避免与神经末梢接触，从而避免产生痛觉。它可
以穿透皮肤表层的死细胞，到达由活细胞和间质液组成的
表皮。但是微针大多不能到达或只能勉强接触到真皮层。 

许多微针注射器以及微针贴片已
经被应用于疫苗注射，还有更多
的被用于糖尿病、癌症以及神经性
疼痛疗法的临床试验。因为微针注
射器或者微针贴片会将药物直接注

射进表皮或真皮中，所以它们能够比常见的依靠皮肤扩散的
透皮贴剂更有效地递送药物。今年，研究人员推出了一种用
于治疗皮肤疾病（如牛皮癣、疣和某些皮肤癌）的新技术。 
许多微针产品正朝着商业化的方向发展，这些产品能快
速、无痛地抽取血液或间质液，用于疾病诊断或监测健康
状况。如果将针头连接到生物传感器上，则该设备可以在
几分钟之内直接测量指示健康或疾病状态的生物标志物。 
有些微针产品能让使用者在家中抽取样本，然后邮寄到实验
室或是直接在家进行分析。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实
现个性化医疗。微针还可用于在医疗服务匮乏的地区进行诊
断检测和治疗。随着研究人员设计出将其用于皮肤以外器官
的方法，微针技术也会产生新的用途。

 ► 让二氧化碳变成可用材料
我们在制造许多化学产品时，

都需要消耗化石燃料，这个过程
会造成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导致
气候变化。现在有一种利用阳光
将废弃二氧化碳转化为化学产品的新方法，它有可能通过
以下两方面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将不需要的气体作为生
产原材料；将阳光而不是化石燃料于为生产所需的能源。 
近年来，研究人员开发了能打破二氧化碳中碳氧双键的
光催化剂。这是创建“太阳能”精炼厂的关键一步，这
种精炼厂可利用废气生产有用的化合物，包括可用作合
成药品、洗涤剂、化肥和纺织品的原料的各种分子。光
催化剂通常是半导体，需要高能紫外线才能产生参与转
化二氧化碳的电子。然而，紫外线不仅稀缺（仅占阳光
的 5％），而且对健康有害。现在，一些经过改造的催化
剂只需要可见光就能生产出广泛使用的化学物质，例如甲

醇、甲醛和甲酸。这些化学原料在粘合剂、泡沫剂、胶
合板、橱柜、地板和消毒剂的生产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些新兴企业正在研究另一种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有用物质
的方法，即施加电能以驱动化学反应。如果电力来自化石
燃料燃烧，那么使用电力为反应供电，显然不如使用阳光
对环境友好，而依靠光伏发电可能能够克服这种缺点。 
将来，化学工业将能够把废弃的二氧化碳转化为有价值的产
品，朝着真正无浪费的循环经济迈进一步，并帮助实现负排
放的目标。

 ► 虚拟病人加速医学研发
在虚拟的人体器官或人体系统

上测试药物和疗法的有效性，进
而能够准确预测真实的人体对疾
病 治 疗 的 反 应， 这 些 都 是“ 计 算
机模拟医学”的优势。计算机模拟人体试验可以降低初步
评估的时间与金钱成本，同时大大减少了志愿者的数量。 
虚拟器官的建模过程首先需要得到真实人体器官的非侵入
性、高分辨率成像图，当研究者从中获得人体解剖学数据后，
再将数据输入复杂的数学模型中，就能完成对该人体器官功
能的模拟。随后，强大的计算机得以生成在外观和行为上与
真实人体器官相似度极高的虚拟器官。现在，FDA 正在使
用计算机模拟代替真实人体，来评估新的乳房摄影术系统。 
此外，在某些特定疾病的诊断或疗法设计上，计算机模拟
医学也可以发挥风险干预措施的作用。例如，由 FDA 批
准的基于云服务的 HeartFlow 分析，使临床医生可以根
据患者心脏的 CT 图像来判断病人是否患有冠状动脉疾
病。在特定患者的虚拟数字模型上开展实验，还可以帮
助医生针对不同患者的不同情况进行个性化精准治疗。 
近年来，FDA 和欧洲监管机构已经批准了基于计算机诊断的
一些商业用途，但是要满足监管标准的要求仍需要花费大量
的时间和金钱。计算机模拟医学必须为疾病患者、临床医生
和医疗机构提供成本更低的巨大价值，才能更广泛和快速地
进入应用阶段。

 ► 空间计算提升人机交互
 “空间计算”（spatial computing）是物理世界和数

字世界不断融合的下一步。它可以做到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
技术所能做到的一切：让传感器和马达实现互动；将通过云
连接的设备数字化；以数字化方式代表现实世界。不仅如此，
它还需要将这些功能与高保真的空间映射关系相结合，确保
人在物理世界或者数字世界中运动和交互时，“协调器”能
够有效地导航和追踪。很快，空间
计算将会使人机交互和机器间的交
互效率提高到崭新的水平，其中的
应用场景包括工业、医疗保健、运
输和家庭场景等等。

与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一样，空间计算建立在“数字孪生”
之上。有了空间计算以后，能实现数字孪生的不仅有物体，
还可以是人和位置。使用 GPS、激光雷达、视频和其他地理
位置技术，就可以创建房间、建筑物或城市的数字地图。算
法可以把数字地图和其他信息集成在一起，创建一个可观察、

10 项有望改变世界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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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量化和可操纵的数字世界，当然这样的操作也能同时触及
现实世界。

 ► 提供医疗服务的应用程序
在你就医时，医生开出的处方上写着的会是一个应用程

序吗？目前，已经有一些应用程序可以自主检测我们的生理
和心理疾病了，其中一些甚至可以直接治疗相关疾病。以上
这些正处于研发过程中，或者正在被人们使用的软件，都被
称为“数字医疗”（digital medicines）。

数字医疗程序可以通过移动设备记录用户的信息，包括
声音、位置、面部表情、运动、睡
眠和打字的节奏等。用人工智能技
术分析这些信息后，就能预测可能
出现的病情或症状的发展状况。例
如，一些智能手表包含特殊的传感

器，可以自动检测并提醒用户是否出现心房纤颤。此外，研
发人员还在研发其他的方案，包括用于筛查呼吸障碍、抑郁症、
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自闭症和其他病症的工具。

辅助检测工具还可以采用其他的形式，比如可以被人体
吞服的带有传感器的“药丸”。这类工具被称为“生物微电
子设备”。有一些公司正在开发这类设备，应用的范围包括
检测癌症 DNA、肠道微生物释放的气体、胃出血量、体温和
脉氧水平等等。

当然，整个社会必须以十分谨慎的态度推动数字医疗的
发展，必须确保这些工具经过严格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测试，
必须要保护个人隐私，必须能顺利融入医生的工作流程。

 ► 给飞机换上电动推进器
2019 年，航空业的碳排放量占全球总碳排放量的 2.5％，

到 2050 年，这一数字可能还会增加两倍。尽管一些航空公
司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减少碳排放，但仍然需要进一步减排。
电动飞机或许可以满足如此大规模的削减量，因此吸引了许
多公司开展研发工作。电动推进器不仅可以消除直接碳排放
量，还能降低多达 90％的燃料成本、50％的维护成本和近
70％的噪音。

电动化的不只有发动机。在美国正在研发的 X-57 麦克斯
韦号上，传统的长机翼被一对更短的、上面分布有电动推进
器的机翼取代。电动推进器增加了飞机起飞时的升力，因此
机翼可以做得更小，进而提高飞机总体的飞行效率。目前来
看，电动飞机的限制还是在于飞行
里程。与传统飞机燃料相比，如今
最好的电池的容量仍然有限 : 前者为
12000 瓦时每千克，后者只有 250
瓦时每千克。

 ► 新技术使水泥更低碳
作为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人造材料，混凝土塑造了今天

我们建造的大部分世界。但是，混凝土的关键成分——水
泥——的生产也带来了大量容易被忽略的碳排放。在水泥生
产过程中，无论是因为加热和将石灰岩转化为水泥熟料所化
石燃料燃烧过程，还是在磨碎原料与其他物质结合形成水泥
的化学过程中，都会产生碳排放。

科 学 家 也 在 开 发 新 的 方
案，试图以更低碳的方式生
产水泥。目前已经有一些方
案得到了应用。加拿大公司
CarbonCure 通过矿化作用将
其他化工厂产生的二氧化碳储存在混凝土中；另一家加拿大
公司 CarbiCrete 完全放弃了在混凝土中使用水泥，转而使用
炼钢行业的一种副产品——钢渣。总部位于德国的跨国公司
海德堡水泥计划将挪威的一处工厂改造为世界首个实现零排
放的水泥工厂。这家名为 Norcem 的工厂已经开始使用废物
作为替代燃料，并且计划通过引入碳捕捉和碳储存技术，在
2030 年前消除工厂的所有碳排放量。

另外，研究人员还尝试用其他方法提高混凝土的性能。
初创公司 BioMason 就致力于开发“活性”建筑材料：用细
菌和颗粒物“长出”了类似水泥的材料。此外，受 DARPA
资助的一个创新项目，利用一种叫做蓝细菌的光合作用微生
物制作出低碳混凝土。研究人员将这种细菌接种到沙子 - 水
凝胶支架上，制造出一种能自我修复裂缝的砖块。

 ► 体积更小的量子传感器
量子传感器是一种利用亚原子粒子的行为进行超灵敏测

量的仪器，能使自动驾驶汽车提前“看见”拐角之后的情况；
能让水下导航系统、火山活动和地震预警系统更加先进；还
能让随时随地监测大脑活动的便携式磁共振（MRI）扫描仪
成为现实。

对于任何测量仪器来说，测量
单位越小，测量的精度也就越高。
量子传感器可以通过测量亚原子粒
子的行为，使设备达到极高的分辨
率。原子钟就利用了这一原理：我们这个世界的时间是建立
在铯 133 原子的电子在一秒内完成 9 192 631 770 次特定跃
迁的基础上的。

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开发一种量子传感器，
用自由落体的过冷原子来检测局部重力的微小变化。这种量
子重力计能够用于检测埋入地下的管道、电缆和其他物体，
使我们不必挖开地面就能进行测量。航海的船只也可以采用
类似的技术来探测水下物体。

虽然大多数量子传感系统仍然过于昂贵，而且拥有庞大
的体积和复杂的结构，但更小、更便宜的新一代量子传感器
很快就会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去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
研究人员成功地将一个用钻石做成的量子传感器放在了硅片
上。这样的原型产品是我们实现低成本、批量化生产量子传
感器的第一步。

 ► 电解的绿色氢能
“绿氢”是通过电解产生的氢气。在电解过程中，水被

分解为氢气和氧气，没有任何其他副产物。从历史上看，电
解需要消耗大量能量，因此用这种方式生产氢气几乎没有意
义。但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原因有两个，首先，在目前
的电网中经常会出现大量没有被消耗的可再生电力。与其将
这些过量的电力用电池组储存起来，还不如用它来电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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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团簇在发光、催化、制药、生物传感、分子机械等领域的
应用研究逐渐步入大众的视野，并引起了广泛关注。

李 杲 团 队 发 展
了 一 种 精 准 构 筑
Au13Ag12 纳米团簇的
合成策略，发现这种
两个 M13 二十面体通
过共顶点（也就是纳
米陀螺的顶点）在温

度调控下的旋转异构化现象。该团队还通过 ESI 质谱、UV-
vis、DSC 等技术对纳米陀螺旋转异构化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和讨论。该成果为金属团簇的应用研究提供了实验基础和
理论指导，开启了金属团簇纳米材料在分子机器领域的研究。

李杲团队主要从事表界面催化反应基础研究，特别是构
筑原子数精确的金属纳米团簇（0.6-3nm）并调控界面结构
及颗粒尺寸，在原子 / 分子层次理解其构 - 效关系及催化机
制（Chem Rev.，2020；Angew. Chem. Int. Ed.，2020；
Nano Res.，2019）。

相关研究成果以 Editors’ Highlights 形式发表在《自然 -
通讯》 （Nature Communication）上。

以氢能的方式存储。其次，电解器
的效率也提高了。

最 近，Advanced Ionics 等 公
司新开发了新型电解器，产生 1 千
克氢气只需要消耗不到 40 千瓦时的

能量。能源公司正在将这些电解器直接集成到可再生能源项
目中，以此实现绿氢的规模化生产。

虽然绿氢仍处于起步阶段，但一些国家正在加紧投资这
项技术。澳大利亚希望利用丰富的太阳能和风能生产氢气并
出口。智利计划在该国干旱但是拥有大量太阳能电力的北部
生产氢能。中国的目标则是在 2030 年以前让上百万辆氢燃
料电池汽车上路。

 ► 全基因组合成技术
全基因组合成是正在蓬勃发展的合成生物学的又一次延

伸。研究人员可以使用软件设计基因序列，合成后再导入微
生物体内。也就是说，研究人员可以对微生物编程，实现某
些特定的功能，比如让细菌合成某种新型药物。

设计包含数百万个核苷酸的基因组（比如细菌和酵母菌
的基因组）已经变得越来越容易。合成这样大小的基因组能
把微生物变成工厂，这座工厂不仅能够生产药物，还能生产
其他产品。比如，它们可以被设计为持续生产某些化学物质、
燃料和新型建筑材料的工厂。而生产原材料也只是非食物类
的生物质，甚至是被看作废气的二氧化碳。

很多科学家还希望能够合成更大的基因组，比如来自植物、
动物和人类的基因组。要实现这一点，我们还需要加大对设计
软件、合成设备和组装设备的投入。如果资金充足，在近 10
年内就有可能实现合成包含数十亿个核苷酸的基因组。

对此，科学家已经设想出了很多值得期待的应用场景，比
如设计能抵抗病原体的植物，极其安全的人类细胞系（可以不
受病毒、癌症和辐射的影响，
因此可以用于开发细胞疗法）。
在未来，随着技术的发展，科
学家一定会掌握合成人类自身
基因组的能力，这或许可以让
医生治疗几乎所有的遗传疾病。

近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李杲团队
与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 Rongchao Jin、首都师范大学教
授万重庆合作，首次发现金属纳米团簇在温度调控下旋转异
构化现象，该发现为金属团簇纳米材料在纳米马达领域的应
用研究提供了启示。

金属纳米团簇是一类具有精准原子结构的新兴纳米材料，
具有独特的理化特性，自诞生以来一直是研究的热点课题。
近年来，随着金属团簇合成手段和表征技术的快速发展，金

来源：环球科学网

一种让用过的阴极材料恢复至初始状态的新型处理技术
能够进一步节省锂离子电池的回收成本。该技术由加利福尼
亚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的纳米工程师们研发，比如今使用的方法更加环境友好。它
使用更加环保的成分，耗能减少了 80%~90%，同时温室气
体的排放量也降低了 75%。

 ◄ 图 : 用过的 LFP 
电极回收前（左）和
处理后（右）的扫描
电镜照片。

在 11 月 12 日发表在《焦耳》(Joule) 上的论文中，研究
人员详细介绍了这项研究成果。对于由磷酸铁锂 (LFP) 制成的
阴极，该处理技术效果尤为理想。LFP 阴极电池比其他锂离子
电池成本更低，因为它们不使用贵金属材料，比如钴或者镍。
LFP电池的使用寿命也更长久，更安全。它们广泛用于电动工具、
电动公交车和电网。特斯拉 Model 3 也选择了 LFP 电池。

“鉴于上述优点，LFP 电池将比市场上其他锂离子电池
更具竞争优势。”UC 圣迭戈分校的纳米工程学教授 Zheng 
Chen 讲道。

那 存 在 什 么 问 题 吗？“ 这 种 电 池 的 回 收 成 本 效 益 不
高。”Chen 说，“它处在和塑料一样的两难境地——材料

构筑温控型团簇级纳米陀螺
来源：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http://www.cas.cn/syky/202012/t20201204_4769463.shtml)

解决锂电池回收难，有一种
成本更低、更清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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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测，这种材料是由没有与醋酸
完全反应的多余的碳酸钙形成
的，目前正计划进一步测试其吸
附其他物质的能力。

科学家意外发现海绵状的
碳酸钙

 ► 碳酸钙粉

本身很廉价，但回收再利用的方法可不便宜。”
Chen 及其团队所研发的新型回收处理技术能够降低这些

成本。该技术能在低温（60~ 80 ℃）和环境压力下工作，因
而比其他方法耗电更少。此外，它使用的化学物质，比如锂盐、
氮、水和柠檬酸，都很便宜且性质温和。

该研究的第一作者，在 Chen 实验室担任博士后研究员
的 Panpan Xu 说：“再利用处理的整个过程在非常安全的条
件下进行，所以我们无需任何特殊的安全预防措施或特殊设
备。这也就是我们电池回收成本低的原因。”

首先，研究人员重复循环使用 LFP 电池，直到电池失去
一半的储能容量。随后，他们把电池拆解开，收集其中的阴
极粉末，将其浸泡在含有锂盐和柠檬酸的溶液中。接下来，
他们用水洗干净溶液，等粉末干透后再加热。

研究人员用这些粉末制成新的阴极，在钮扣电池（coin 
cell）和软包电池（pouch cell）中都进行了检测。它们的电
化学性能、化学组成和结构都完全恢复至初始状态。

随着电池不断地循环使用，阴极会经历两个重要的结构
变化，导致其性能下降。首先是锂离子的丧失，这会在阴极
结构中形成空腔。其次，当晶体结构中的铁离子和锂离子交
换位置时，会发生另一种结构变化。这种变化一旦发生，离
子的位置就无法再轻易切换回来，所以锂离子就会被困住，
再也无法在电池内循环。

本研究提出的处理方法首先补充锂离子，让铁离子和锂
离子易于切换回原始位点，从而恢复阴极结构。第二步操作
通过使用柠檬酸而实现，柠檬酸作为还原剂发挥作用，可向
另一物质提供电子。它将电子转移至铁离子，减少其携带的
正电荷。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电子排斥力，防止铁离子
移动回晶体结构中的原始位点，同时将锂离子释放回循环中。

虽然这套回收处理技术的总能耗更低，但研究人员表示，
仍需展开进一步的研究，了解收集、运输和处理大量电池等
后勤问题。

“下一个挑战就是搞清楚如何优化这些后勤过程。”Chen
说，“这将让我们的回收技术向着产业应用更近一步。”

文章链接：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
S2542435120304979?via%3Dihub

为什么豆科植物能与根瘤菌
共生固氮 

来源：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网
(http://www.shb.cas.cn/yw2016/202012/

t20201210_5814297.html)

氮素是蛋白质与核酸等生命体的基本组成元素，参与植
物的生长发育、物质合成与代谢等一系列生物学过程。空气
中氮元素丰富，但植物不能直接利用。当前，农业生产主要
通过大量施用氮肥来提高作物产量，人工合成氮肥不仅耗费
大量的能源，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污染。

早在 1888 年，德国科学家发现豆科植物与根瘤菌共生
可以将氮气转化成植物需要的氮素营养。在豆科植物 - 根瘤
菌共生中，豆科植物为根瘤菌提供合适的固氮环境及生长所
必须的碳水化合物；作为回报，根瘤菌将氮气转变成含氮
化合物，满足豆科植物对氮元素的需求。另外，固定的氮素
也会释放到土壤中，被其他植物利用。有趣的是，能够与固
氮细菌进行共生固氮的物种只分布于豆目、蔷薇目、葫芦目
和壳斗目中，其中以豆科植物 - 根瘤菌共生固氮研究较多。
一百多年来，对豆科植物 - 根瘤菌共生固氮的研究一直是生
物学研究的热点前沿领域。其中，“为什么豆科植物能与根
瘤菌共生固氮”的问题一直困扰着该领域的研究者。

2020 年 12 月 10 日，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
新中心王二涛研究团队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上发
表论文“An SHR–SCR module specifies legume cortical 
cell fate to enable nodulation”，研究揭示豆科植物皮层
细胞获得SHR-SCR干细胞分子模块，使其有别于非豆科植物。
这可能是豆科植物共生结瘤固氮的前提事件，回答了“为什
么豆科植物能结瘤固氮”这一科学问题。

SHR-SCR 是 植
物发育的干细胞程序
关键模块，在植物干
细胞区域和内皮层表
达。该研究发现在豆
科植物进化过程中，
豆科植物干细胞关键

基因 SCR 在皮层细胞表达，另一个干细胞关键转录因子 SHR
在维管束表达后移动到皮层细胞，这样豆科植物的皮层细胞
获得了 SHR-SCR 干细胞分子模块。该干细胞分子模块赋予
豆科植物皮层细胞分裂能力，使豆科植物的皮层与非豆科植
物不同。同时，该干细胞分子模块能够被根瘤菌的信号激活，
诱导豆科植物苜蓿的皮层分裂，形成根瘤。

来源：环球科学

最近，研究人员在制作除冰剂时意外获得了一种海绵状
的碳酸钙。

最近，《物质》的一项研究发现了一种海绵状的碳酸钙，
尽管大多数形式的碳酸钙是硬矿物，但这种新形式不仅很软
还具有吸水性。研究人员在制作除冰剂时意外获得了该形式
的碳酸钙，当研究者将磨碎的贻贝壳和醋酸结合在一起一段
时间后，就会出现白色海绵状物质，经过分析，研究者确定
了这种海绵状物质的成分是方解石（碳酸钙的一种）。研究

 ▲ 图 : 豆科植物根瘤发育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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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清华大学新闻网 
(https://news.tsinghua.edu.cn/info/1003/83891.htm)

近日，清华大学材料学院副教授尹斓与解放军总医院骨
研所的学者合作发布了关于外周神经修复的最新成果——一
种新型完全降解的自供电神经修复导管。长截段外周神经缺
损的修复是再生医学领域的一个重大难题，即使通过目前最
先进的显微手术进行修复，即采用自体神经移植移植，也无
法使人体的运动和感觉功能完全恢复，同时还会增加供体神
经支配区的发病率。已经有研究表明电刺激对神经再生有促
进作用，但是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手段将电刺激装置精准的应
用于神经截断部位，并且不产生附带损伤。尹斓课题组成功
制备了一种新型完全可降解的自供电微型神经导管，该神经
导管不仅其结构可以引导神经再生，而且可以对神经截断部
位进行精准的电刺激，并且在神经修复结束后可自发降解，
无需二次手术取出。

该自供电神经修复导管由可降解原电池与人工导管复合
而成，可提供结构及电场双重诱导作用。神经导管最外层为
多孔 PCL，提供力学支撑，第二层为与神经组织力学性能相

匹配的柔性 PLLA-PTMC 材
料，最内层为电纺 PCL 纤
维薄膜。该电活性导管可在
大鼠体内提供大约 3 天的持
续电场，促进外周神经的再
生。

 ▲ 【图 1】完全可降解的自供电神经修复导管的结构，功能
以及应用部位的示意图

当在豆科植物苜蓿根中过量表达 SHR-SCR 分子模块时，
可以诱导皮层细胞分裂形成根瘤样结构。在非豆科植物拟南芥
和水稻根中异位过量表达 SHR-SCR 分子模块同样可以诱导根
皮层细胞分裂，因此 SHR-SCR 分子模块是植物皮层细胞分裂
的充分必要条件，表明豆科植物的皮层细胞获得了 SHR-SCR
干细胞程序模块可能是豆科植物共生结瘤固氮的前提事件。

近年来，我国氮肥施用泛滥，导致水体富营养化严重，
这是我国农业生产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该项工作发
现了控制豆科植物根瘤共生固氮的关键分子模块，不仅加深
了人们对共生固氮的理解，也为非豆科植物皮层细胞命运的
改造奠定了基础，为今后减少作物对氮肥的依赖，实现农业
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文章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0-
3016-z

为进一步验证该导
管的实际作用，进行了
详细的体外细胞实验，

以及大鼠体内实验。在

体外与体内实验中，该

神经导管均可以自发

地形成稳定的电场环

境。在细胞实验中发现，电刺激可以显著促进神经细胞的生长，

提高神经细胞的钙离子活性，加速雪旺细胞的增殖以及促进

多种神经营养因子的分泌。在体内实验中，该自供电神经导

管的电刺激作用显著促进了外周神经组织的修复以及运动功

能的恢复。该导管的结构设计以及材料的选择为自供电的组

织支架的设计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未来可通过对导管结构

以及材料的改进，来应对不同的组织损伤的修复。

 ▲ 【图 3】自供电导管与无电场导管植入 12 周后的修复效果
对比图

以这项工作为基础，尹斓课题组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 在《 科 学 进 展》（Science Advances） 在 线 发 表 了 题

为“一种完全可降解的自供电神经再生医学电子器件”

（A fully biodegradable and self-electrified device for 

neuroregenerative medicine）的研究论文。

清华大学材料学院尹斓副教授，解放军总医院骨研所副

主任彭江和副研究员王玉为共同通讯作者，课题组博士后王

柳，解放军总医院博士生鲁长风，清华大学材料学院 2017

级博士生杨淑慧，2018 级博士生孙鹏程为本文的共同第一作

者。清华大学材料学院王秀梅教授、陈浩副教授，电子系盛

兴副教授，生命学院熊巍研究员，北京理工大学汪世溶副研

究员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帮助。本工作的开展获得了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等基金项目的支持。

文章链接：
https://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6/50/
eabc6686.full

新型可降解自供电神经修复
导管

 ▲ 【图 2】完全可降解的自供电神经
修复导管结构、电性能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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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清华大学新闻网

在基因的表观遗传调控中，不同位点不同类型的组蛋
白修饰通常代表了不同的基因调控事件。比如，组蛋白修
饰 H3K4me3 常 与 基 因 的 活 跃 转 录 相 关， 而 组 蛋 白 修 饰
H3K9me3 和 H3K27me3 则常与基因沉默相关。虽然两类组
蛋白修饰的基因组分布很不相同，但在特定基因表达状态切
换的特殊时期两种修饰存在基因组上的共定位。

H3K4me3 和 H3K27me3 在胚胎干细胞的基因组中存在
共定位，这些二价修饰的基因组区域使发育关键基因处于蓄
势待发的“暂停”状态，以便快速响应外界的分化信号。另
有文献报道，组蛋白修饰 H3K4me3 和 H3K9me3 在滋养层
干细胞 (trophoblast stem cell，TSC) 和胚外内胚层干细胞
(extraembryonic endoderm stem cell，XEN) 的基因组上
存在共定位并介导发育关键基因表达“暂停”状态，尽管二
价修饰所介导的基因调控事件非常重要，但这一过程中的下
游效应因子还很不清楚。

12 月 4 日，清华大学医学院李海涛教授课题组针对此问
题在《生物化学期刊》(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发表了最新研究成果：“Spindlin1 识别组蛋白二价修饰
H3”K4me3-K9me3/2”的分子基础”(Molecular basis for 
histone H3 “K4me3-K9me3/2” methylation pattern 
readout by Spindlin1)。这项工作发现 Spindlin1 可以以超
强亲和力识别组蛋白二价修饰 H3“K4me3-K9me3/2”, 复
合物晶体结构表明，组蛋白修饰 H3K4me3 和 H3K9me3/2
可以同时被 Spindlin1 第二个和第一个 Tudor 结构域芳香笼
识别。该识别事件使下游基因表达处于一个“暂停”状态，
以便使基因快速激活或沉默，这一过程可能在胚胎发育早期
细胞命运决定的关键基因以及对外界营养状态敏感的 rDNA
基因的表达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

研究人员首先利用 ITC 技术体外测得 Spindlin1 对于
H3“K4me3-K9me3”多肽的亲和力为 16 纳摩尔，是目前
已知的 Spindlin1 对各种组蛋白甲基化多肽的亲和力中最强
的一个。Spindlin1-H3“K4me3-K9me3/2”复合物结构表
明，H3K4me3 和 H3K9me3/2 分别被 Spindlin1 的第二个
和第一个 Tudor 结构域识别。进一步的突变体实验表明，第
二个 Tudor 结构域对 H3K4me3 的识别主导了该结合事件，
第一个 Tudor 结构域对 H3K9me3/2 的识别进一步增强了
Spindlin1 与组蛋白之间的相互作用。

体外结合实验表明，其它 H3K4me3 的“阅读器”对于
H3K4me3 的解离常数在微摩尔水平，且 H3K9me3 的存在
会进一步减弱其亲和力，相比之下，H3K9me3 不仅不会减
弱反而增强 Spindlin1 对组蛋白 H3 的亲和力。ChIP-Seq 实
验表明 Spindlin1 与 H3“K4me3-K9me3”修饰存在两种共
定位模式：一种是 Spindlin1 在 H3K9me3 泛富集分布区与
H3K4me3 峰共定位存在；另一种是 Spindlin1 与二价修饰

共同形成“尖而窄”的峰，集中分布于基因的启动子区域。
这提示 Spindlin1 是一个 H3K9me3 富集区染色质 ( 常常是
异染色质区或基因沉默区 ) 的 H3K4me3“阅读器”。值得
一提的是，在 HEK293 细胞中，Spindlin1 和“H3K4me3-
H3K9me3”二价修饰共存区仅占 H3K9me3 或 H3K4me3
富集区的 2% 左右，调控了约 300 多个基因表达。在分子功
能上，这些共定位基因显著富集 (>40%) 于转录和基因调控
过程，包括锌指蛋白、表观遗传酶、生长因子、非编码 RNA
以及 rDNA 相关基因等。

 ▲ Spindlin1 识别组蛋白二价修饰介导基因表达“暂停”状态

在胚胎早期发育细胞命运决定时期，H3K9me3 介导的异
染色质是细胞实现基因组重编程的主要“能垒”，研究人员
认为，基因组重编程过程中，H3K9me3/2 广泛存在的异染
色质区域可以被 H3K4 甲基转移酶加上 H3K4me3 修饰，此
时，组蛋白二价修饰 H3“K4me3-K9me3/2”可以有效招募
Spindlin1，进而使下游基因表达处于“暂停”状态，以便快
速响应外界细胞分化或代谢信号。

该工作首次鉴定到 Spindlin1 是异染色质区域的 H3K4me3
的“阅读器”，识别组蛋白双修饰 H3“K4me3-K9me3/2”。
这一识别事件可能在胚胎发育早期细胞分化的关键基因和细胞
核仁中 rDNA 基因的表达调控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2014 年清华大学李海涛课题组与吴畏课题合作曾
在《基因与发育》(Genes Dev) 杂志发文首次报导 Spindlin1
是一类组蛋白 H3“K4me3-R8me2a”(Rme2a，精氨酸非
对称二甲基化 ) 甲基化组合修饰的强效“阅读器”( 亲和力为
45 纳摩尔 )，激活 Wnt 信号通路靶基因表达。结构分析表
明，H3R8me2a 修饰与 H3K9me3 类似被同一个“阅读器”
口袋识别 ( 具体模式略有差别 )，进而强化了 Spindlin1 对
H3K4me3 的识别。上述系列研究提示，Spindlin1 可以作为
一个“超级”阅读器，响应不同的上游甲基化“书写器”（writer）
通路，识别不同基因组区段的 H3K4me3 修饰或修饰组合景
观，从表观遗传层面调控重要基因的表达。

此项科研成果在清华大学医学院完成。医学院李海涛教
授为通讯作者，赵帆博士为本论文第一作者，苏晓楠博士和
博士生宋雨桐对本工作有重要贡献。清华大学张奇伟教授课
题组硕士生刘雨楠在高军涛副研究员指导下作为第二作者完
成了 ChIP-Seq 实验数据分析工作。同时，该研究工作得到
了医学院王大亮副教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糖尿病
研究所戈凯教授和 Ji-Eun Lee 博士的指导与支持，上海同步
辐射光源和清华大学 X-ray 晶体学平台给予大力协助。

Spindlin1 识别组蛋白二价
修饰 H3”K4me3-K9me32”
的分子基础

论文链接：
https://www.jbc.org/content/295/49/16877.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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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章

大家应该已经很习惯这样一些日常的生活场景，比如在公共场所的洗手
间，当你把手放到水龙头下就会自动出水；当走到一些商店，大门会自动打
开。如果你稍稍留意就不难发现，类似的智能产品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
身边。其实这些产品中都有一种必不可少的器件，那就是各式各样的传感器。

什么是传感器？就像人有五官，传感器就是能够代替我们的五官去看、
听、闻、尝，去感觉的器件。

看似简单的生活物品中，其实藏着很多传感器，比如图中的马桶盖，里
面就有力传感器、热传感器、光传感器。查酒驾的测试仪，配有烟雾探测器、
气体传感器。还有电子血压计、人体感应灯、触摸屏、相机、手机、游戏机，
包括智能电视、冰箱、洗衣机空调等等都内置有光传感器、力传感器。但传
感器最普遍的应用还是智能手机，它所用到的传感器也最多。

严格来说，我们可以在一部
手机中找到光传感器摄像头，力
传感器加速度计、陀螺仪，磁传
感器、声音传感器、指纹传感器
等等，这些传感器使得我们的手
机功更加智能。而在人体健康领
域，比如体检系统，也应用到很
多传感器：

人体内植入芯片以探测身体健康状况的研究、公共安全检测、家庭安全
防护、水资源、能源系统、环境监测领域也都有很多传感器的应用。功能繁
多的传感器早已走进我们的生活，广泛应用在工业农业生产、科技活动、日
常生活、国防科技当中。

无处不在的“传感器”，更快更强更智能
出品：新浪科技《科学大家》、墨子沙龙

撰文：褚君浩院士 半导体物理和器件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红外物理学家

感知自然信息

传感器的工作原理其实很简

单，就是因为物质的不同运动形

态是可以转化的。比如光电传感

器，它就来源于爱因斯坦 1906 年

发现的光电效应：光照到某些金属表面，如果其能量达到一

定值，金属表面的电子就可以“打”出电来，低于这个能量

值是打不出来的。目前已经可以把光、磁、电、声联系起来，

做成传感器了。

目前市面上的传感器大多是通过一个器械把“光声电磁”

转变成电，因为电容易控制，例如光电传感器实际上就是把

光变成电，而光本身有不同的波长：

比如伽马射线、X 射线、紫外，

这些光的波长很短，还有波长长

一些的，比如红外。还有 THz 光、

毫米波、微波、无线电波等等，

尽管波长不一样，但都是电磁波。

这些光通过一个光电器件可以实

现光电转换，从而做成红外探测器，THz 探测、紫外探测器，

X 射线、伽马射线探测器，太阳能电池等等。

图中的手机上附有一个红外探头，

装上就能拍摄红外照片，也就是黑暗情

况下也可以拍照。

实际上，有两种光能传到人的眼睛

里。一种光是反射光，也就是灯光阳光

等光线照射在人或物的身上，反射到眼睛里，就可以被看到。

如果没有充足的光线形成反射光，就无法直接用眼睛看到这

个人或物。

但除了反射可见光以外，任何一个有温度的物体都会发

出热射线，发出红外光。人的体温有 37 度，换算成绝对温度

就是 300 多 K，发出红外光的波长大概在 10 微米左右。虽然

肉眼不可见，但能通过红外探测器看见。此前澳大利亚森林

大火，救援人员就是通过卫星连通红

外热像仪来寻找森林中没能逃出的动

物的。

室温工作的红外探测器制作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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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要做得高，还要做不同波段，不同

的波段有着不同的作用。

 这四张人像，分别是是可见光

的、短波红外的、中红外的、长波红

外的，不同波段拍出来的照片效果不

一样的。同样两瓶水，在可见光下拍摄看不出里面的水有多少，

但如果用短波红外探测，就能清楚看

到只有半瓶水。

同样，在可见光下拍出来很漂亮

的苹果，用短波红外拍的就能看出里

面是腐烂的。

再比如这个人手持硅片，遮住了

后面的字，可见光的照片拍不出来，用短波红外就可以看出

后面的字是 SENSORS。而下面的两张人像，可见光下的照片，

是个外貌不错的男性。但用短波

红外来拍就能看出，他的鬓迹和

胡子都是假的，所以这个人要么

是演员，要么是可疑分子。

不同的波段可以知道不同的

信息，要从物理学、材料学、工

艺学等角度研究明白不同的器

件，掌握好这方面的知识才能做出不同波段的高性能的传感

器。

最近还有科学家在做大脑的近红外成像：把近红外“打”

到大脑中，在里面“兜一圈”后，反射出来，就可以知道大

脑是否正常。

要知道宇航员在太空中大脑工

作是否正常，就要做这个试验。将

来或许还能进一步看出被试者的情

绪或着是否说谎。

太赫兹波段的传感器是近来领域内的热点。这个波段非

常重要，很多物质的特征光谱都在这个波段里。要产生太赫

兹波有光学、电磁的办法。

比如这片树叶，左边是新鲜的状态，右

边是干掉后的状态。太赫兹波可以非常清晰

地看出前后变化，所以它在医学二维成像、

食品检测等很多方面都有应用。

比如左图中，可见光下这个人只是拿了

一张报纸，但是用太赫兹波看，报纸里面

有把刀，是危害性很高的可疑分子。

这 张 照 片 同 理， 左

边是可见光的图很正常，

但是太赫兹下成像，他

身上是携带了武器的。

 现在很多地方安检，比如机场，都在

使用贴片薄膜、氧化钒、锰钴镍或者聚合物，方便应用，价

格也比较便宜但灵敏度稍微低一点。如果想灵敏度高，就要

用到半导体材料。光打到半导体材料上，其电阻会发生变化，

产生电子和空穴，其中电子带负电，空穴带正电。电子和空

穴发生移动，过程中如果碰到复合中心，就会被复合掉。但

一些迁移长、寿命长的电子和空穴或许能幸运地跑到有内在

电场的 p-n 结里面去，电子和空穴会被分开向两端输出，便

可以发电了。

半导体材料中红外效果最好是碲

镉汞半导体材料。碲镉汞半导体材料

在低温下工作灵敏度非常高，可以做

成焦平面列阵器件，像素很高，应用

在飞机上的相机里，进行对地观测，航空遥感。

如果将这种材料放到卫星上

对地观测，那就是航天遥感。中

国的风云四号气象卫星里有很多

波段都是碲镉汞的，加上其他半

导体材料的红外探测器，效果很

好。下图左边的 15 张图，每一

张图都是一个通道的成像，可以

很灵敏地对大气进行观测。卫星

上配置了一套非常好的观测仪，

大气每一层每一个空间

位置的温度、湿度都可

以观测，非常了不起，

相当于在对大气做“CT”，领跑国际水平。得益于风云卫星，

我国现在的气象报告都特别准。

因为有了高精尖的卫星，现在台风预报也非常准，我们

现在可以准确的知道台风什么时候到哪里，是什么速度，而

得益于红外传感器，哪怕晚上也可以清楚看到大气的变化。

红外传感器有三大功能：

第一，可以看到物体的空间分布，

黑暗环境下也能观测。第二，有热像，

可以看到物体的温度分布。第三，可

以看到谱像，也就是看到物体表面反射的光的光谱。其中图

像功能最简单。比如美国和 ISIS 交火的红外图像中，卫星就

能定位 ISIS 移动中的汽车，使导弹能够准确把 ISIS 的车子击

毁。红外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红外相机要能够看得

很清楚，就需要探测器非常灵敏，这就需要把像素做得很大。

就像大家的手机像素几年间从 200 万象素提升至 1000 万象

素，拍照片清楚了许多。对于红外设备来说也是这样。

 这是美国 Raytheon（雷神）公

司的一个超大规模碲镉汞的红外焦平

面，有 16 个 2K×2K 的器件，也就

是 6400 万像素。做探测器，除了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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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太赫兹波从很远的地方检测人们是
否携带带危险物品。

 国内也已经开始使用太赫兹波检
测危险品。目前我国研究人员们在研
发一些新的探测器，使用的是新原理。

 这种新原理简言之，就是当太赫

兹光打到半导体金属结构上，在金属

半导体内会产生一个磁阱势阱，电子

就会跑到势磁阱中，引起电导的变化。

电磁波过来后，电子就会从金属一端跑到窄禁带半导体里面。

这个现象在碲镉汞、锑化铟、铟镓砷、硅等材料上都出现过，

将来可以作为领跑的工作。这是第一部分，可以在黑暗中看

清图像。

第二，热像，也就是温度分布

从左图的温度分布可以看到，他头

颈部分的温度是 34.8，疫情期间很多地

方都在用红外热像仪来测量体温，检察

人员可以远距离地看到温度是多少。

还能用来对发热病人进行监控，

比如 SARS 期间，机场用来监测旅客

体温，直观明晰。

其实这项技术在工业商用上的应

用更多。可以用来排查电路隐患等，

能够直观地观察短路情况，因为如果

短路温度会同时升高。上海 17 号线

地铁就在使用智慧维保供电平台。很

多设备都是用铁箱子包起来的，如果里面发生故障，通过红

外热像就能及时观察到温度升高的情况，进行处理。

基于同样的思路，这一技术还应用于火情火灾方面的监

控，预报火灾的情况，帮助现场救援找到伤者或火苗位置，

从而更加有效地灭火和救援。

未来，红外热像技术有

望结合智能机器人，在后火

险隐患、火情救援方面发挥

更大的作用。去年巴黎圣母

院大火，就是将红外热像仪

放在无人机上，找到了火苗

在哪里，有针对性地灭火，效果非常好。

第三方面的功能是谱像，绘制光

谱分布。获得物体的光谱特征后，就

可以通过光谱特征来分析物体的成

分，判断它是什么。比如苹果、樱桃、

梨、青葡萄，其波长都是不一样的，

波的特征都也不一样的。

首先要用光谱议把不同物体的波谱特征录入数据库。比

如下图是生菜和大白菜：

可以看出，不同生长阶段生菜的

光谱特征是不一样的。录入数据库后

就可以比对，比如右图的水稻田：

得到其光谱后与数据库中的光谱

数据进行比对，就可以分析计算出水

稻亩产多少斤，是很方便省事的一种

方法，也不失准确度。

如果一个地方要找铀油矿，谱像

也能派上用场。只需要通过无人机把

每一点的光谱做出来，将绘制出的光

谱线和数据库比对，若和数据库的光

谱线有一致点，那么这个地方就可能

有油铀矿。

嫦娥三号的月球车上就搭载了我

们的光谱仪。抵达月球表面后，可以

得到月球表面土壤的光谱，进行分析

比对，就能得出月球表面的土壤成分，

矿物成分。

嫦娥四号会绕到月亮的背面。月

亮背面永远是背着地球的，嫦娥四号

会在月球背面使用光谱议，希望能通

过所得谱像分析月球内部物质。

目前传感技术除了光谱、光电传感还有很多应用方式，

比如压力、振动、声响、化学、生物、单光子等。

 比如 1995 年的东京沙林毒气事

件和 2004 年的马德里黑炸药爆炸事

件，伤亡惨重。如果当时有传感器进

行事先预警，悲剧或许可以避免。

 有一种聚合物的荧光淬灭效应可

以用探测爆炸物。这类荧光聚合物在

含有 TNT 分子的气氛中，荧光会被

淬灭，实现爆炸物预警。现在这个设

备已经可以做得非常小了。

再比如压力预警设备，比如一幢

即将坍掉的危房，如果有传感器在里

面，就能够在坍塌前实现预警，及时

撤离人员或加固建筑。

未来的高性能传感器，需要实现

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更高的集成度、更智能化的应用。

这其中涉及到材料技术、器件结构、物理模型、工艺优化、

工程实践方面的研究。要做好这些器

件就要打好基础，要有物理基础、数

学基础、实验基础、思维方法、科学

精神，更加重要的是作为科研人员要

有责任意识。

化学通讯

42



主题文章

迎接智能时代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机械化，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气化，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信息化。

而现在我们正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阶段，其总趋势就是

智能化，将智慧融入到物理实体系统里面，智能时代最大的

特点就是智能化的系统，大致可以分为两方面：人工智能和

智慧地球。另外，智能化系统有三大支柱：动态感知，能够

实时得到信息；能够智慧分析；能够自动反应，构成一个智

能化系统。

这需要大数据、传感

器、基础信息平台的支撑，

不论互联网还是物联网都

依赖于电磁波信息传输、

5G 等技术。

例如这个打乒乓球的

机器人，就具备刚才所说

的这些特点。首先，机器

人要有获得实时信息的能

力，看清乒乓球的运动轨

迹；还要能分析这些信息，

球弹起来什么方向，怎么

打过去；最后就是作出有

效反应，也就是把球打回去。简言之这三个功能就是：实时

感知，智慧分析，自动反应。其中前两个是智能化系统里面

的两个核心技术。

 而实时感知系统，指的就是传感器。之后还要进行智慧

分析，就要靠大数据分析和模型分析的实际物理过程了。经

过这两个核心技术进行分析后，才能采取行动。现在机器人

在工业、日常生活、军事上都有很多应用。在德国宝马有一

个工厂，5000 位员工中有 1000 个是机器人，比如对人体有

害的喷漆工作，用机器人效率高喷得又好。现在有很多不同

种类的机器人在各种岗位上工作着，比如京东有一个试验场

所在智慧物流方面的试验，运货、分拣货物是自动的，分拣

后通过无人车派件，在路上就能短信通知用户取件了。近几

年热点的无人汽车、无人飞机也是同理，通过实时得到信息、

智慧分析、快速反应，构成一个智能化的系统。

培育飞翔的潜能

最后我想谈下年

轻科学家的培养，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走

上了发展的快速路，

目前在科技方面我们

发展形势很好，比如

蛟龙、悟空、墨子、

大飞机等都发展得很

好。以墨子号为例，在卫星上要把两个纠缠光子送到地面两

个地方，相差 1000 多公里，难度很高，相当要在飞机上把

两个瓜子扔到地球上的两个储物桶里面去，但这种难度我们

也成功实现了，科学技术领域有了飞跃的发展。

但大家也要看到我们不足的地方，核心技术方面还有很

多需要努力的地方，需要精益求精，有工匠精神，不仅要追

求做得出，更要做得好，这很重要。

年轻的学者和科学家们将是这个阶段的重要力量。青年

时期是最富有想象力、创造力的，有三分之一的诺贝尔奖得

主都是年轻时就取得成就了。

以上这些人都是通过年轻时的工作，像是博士论文以及

博士论文后续的工作，得到诺贝尔奖的。这说明年轻人有非

常大的创造力，加上勤奋工作，可以做出创新。爱因斯坦在

1905 年 26 岁的时候提出就狭义相对论，光电效应、光的量

子理论，后面是引力波、广义相对论，也是 30 多岁建立的。

我们做研究做学问，第一

个层次是成果，第二个层次是

方法，第三个层次是精神。要

培养科技创新的素质，我认为

八个字非常重要：“勤奋、好奇、

渐进、远志”。希望年轻的学

者们能培养出飞翔的潜能，练

就健康体魄、汲取外界养料、

凝聚驱动力量、修炼内在素质，

融入时代的潮流。

本文内容根据褚君浩院士于墨子沙龙现场演讲
编译整理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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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2009 年南开大学入选教育部首批“基础学科拔尖学
生培养试验计划”，成立伯苓学院，分设化学、数学、物
理和生物四个伯苓班 [1]。南开化学伯苓班一直致力于培养
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执着的科
学探索精神，能够服务国家重大需求、探索科学重大问题，
“公能”素质兼备、南开特色鲜明的化学领域高水平领军
人才。本文将从南开化学拔尖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特色和
培养成效三个方面展开介绍。

1. 南开化学拔尖人才培养模式
南开化学伯苓班积极开展拔尖学生培养模式探索，坚

持一制三化（导师制、小班化、个性化、国际化），制定
两年特色教学计划，实施特色拔尖人才培养模式；开展逐
级深入的科研训练计划，着力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以及科
研创新能力；推进海外实验室深度体验计划等国际交流合
育举措，开拓学生的国际化视野。

1.1 制定个性化教学计划，引入动态进出机制，优化人才
培养环境

为伯苓班学生制定两年特色培养方案，两年内基本修
完专业必修课程，从第三年开始进入高水平课题组进行科
研训练。这一培养方案尤其适合于化学基础好和学习能力
强的学生。在伯苓班学生培养过程中，学生可自愿退出，必
修课不及格自动退出。第一学年结束后，学分成绩排名最后
五名的学生退出，同时化学专业学习成绩优秀学生可提出申
请，经面试合格后转入化学伯苓班学习。第二学年结束，根
据必修课成绩和面试评定，确定继续培养名单，其余学生转
入化学专业学习。

1.2 开展多层次、逐级深入的科研训练计划，全面提升学
生创新意识和科研创新能力

化学伯苓班注重学生科研与创新能力的培养，设置涵盖
大学四年的全过程、逐级深入的科研训练计划：

大一上学期
开展“我爱实验室”活动，进行科研

实验室体验；

大一暑假 进行为期四周的暑期科研训练；

大二
组织学生开展“国创”、“市创”或

“百项”创新项目；

大二暑假
组织参加到中科院研究所为期一个月

的暑期科研训练；

大二结束
按照研究生模式选导，并在导师指导

下进行为期一年的科研训练；

大四

提前半年进实验室开展毕业论文。通

过开展科研训练计划，培养学生的创

新意识、创新能力，着力提升学生的

科研素养 [2]。

1.3 开展海外实验室深度体验计划，积极推进国际合育，开
拓学生国际视野

鼓励学生积极申请暑期学校、暑期科研项目和海外实验
室深度体验计划等系列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特别是海外
实验室深度体验计划，每年资助化学伯苓班学生到国际一

南开化学拔尖计划探索与实践
叶芳，王佰全，朱守非，王晓晨，郭东升 **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 天津 300071）

南开大学

化学

拔尖人才培养模式

摘要：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南开化学在基础学科拔尖

人才培养方面已形成鲜明特色。本文将从南开化学拔尖人

才培养模式、培养特色和培养成效三个方面介绍南开化学

拔尖人才培养的情况。

关键词

化学通讯

44人才培养

化学通讯

44



人才培养

流大学或研究所进行 3 个月以上的科研训练，实现了
毕业论文全球做。2012-2016 级化学伯苓班学生共有 35
人参加国际一流大学的暑期学校和暑期科研项目，73 人
到国际一流大学或研究所参加 3 个月以上科研训练，其中
包括哈佛、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理工、麻省理工、
斯坦福、牛津、剑桥等国际顶级名校。

2. 南开化学拔尖人才培养特色

2.1 强化学生责任感和使命感，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强调大师引领，注重人文关怀

深入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坚持立德树人，强化使命驱
动。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各环节，帮助学生牢固
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世界观。深入开展道德教育和社会责
任教育，引导学生养成优良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修养，培养
学生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3]。

坚持开展伯苓讲座，注重大师引领，拓展学生视野。
每月开设伯苓讲座，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与学生分享科研
体会，让学生亲身感受顶级化学家的人格魅力与科研奉献
精神，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搭建高水平交流平台，帮助
同学们树立专业理想，激发学生对化学研究的兴趣，进而
更好地规划科研道路。

实施全方位全过程导师制，强调人文关怀，集中优质
资源精心育才。南开化学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回归教书育
人初心，提升师资质量水平。全方位配备专业导师，多层
次多角度关注学生，指导学生专业方向，专业规划。设置
化学伯苓班总导师，负责牵头统筹专业工作；每个班配备
一名专业班导师，选聘优秀的青年学术带头人担任，主要
负责向学生介绍专业前沿信息和发展趋势，引导学生热爱
本专业。大二结束后，按研究生模式选导，具体指导学生
的科研训练和专业规划。

2.2 促进交叉融通，培养以化学为中心的多学科交叉创新
型人才

打通学院、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学生跨院、跨专业

选修。开放数学、物理和生物伯苓班的课程，学生可根据

自己的需求选修数学、物理、生物伯苓班课程，资源共享

共建，加强学科协同交叉融合。

把握学科特点，优化课程设置，促进学科交叉融通。

教学计划中增加生物化学、材料化学等课程，进一步深化

改革，将生物、医学等学科知识与化学专业知识融合，强

化学科交叉融通，为培养以化学为中心的交叉学科创新型

人才打下良好的基础。

在科研训练方面，联合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环境科学、

药学、物理、人工智能等专业导师共同指导学生科研训练，

着力构建不同学科之间学术沟通与思想碰撞的环境，促进

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

2.3 本土化培养与国际化培养并重，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

实习，着力提升学生专业视野

在本土化培养方面，学院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
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化
学研究所、上海药物研究所、理化技术研究所等签订联合
培养本科人才合作协议，建立科研实习基地，每年选拔优
秀本科生到科研实习基地的课题组进行科研培训、实习，
发挥各自优势，联合培养，协同育人。

在国际化培养方面，每年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关资
助政策，鼓励、资助学生参加国际一流大学的暑期学校和
暑期科研项目，推进海外实验室深度体验计划，资助学生
到国际一流大学或研究机构的课题组参加 3 个月以上科研
训练。在最后的毕业设计环节，鼓励、支持学生联系国内
外著名大学、研究机构高水平导师，进入其课题组开展毕
业论文，实现了毕业论文全球做。

3. 南开化学拔尖人才培养成效

化学伯苓班 2013-2019 届共毕业学生 124 人，其中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科院研究所等国内著
名高校、研究机构读研 58 人（本校 13 人，外校 36 人，
研究所 9 人），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牛津
大学、剑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
学等国际顶尖高校读研 58 人，就业 2 人，待定（含科研
助理）6 人。毕业生中到国外读研占比 46.7%，国内读研
占比 46.7%，合计继续深造占比 93.4%，绝大多数学生
都选择继续深造。篇幅所限，这里只介绍 5 名代表性学生
情况。

2013 届 化 学 伯 苓 班 毕 业 生 杨 中 悦（ 学 号
0910799），2013 年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师从 K. 
N. Houk 教授，2018 年 -2020 年于麻省理工大学师从
Heather Kulik 教授攻读博士后，2020 年在 Vanderbilt 
University 大学任教。

2016 届 化 学 伯 苓 班 毕 业 生 李 任 和（ 学 号
1210847），本科生期间发表 SCI 论文 2 篇，其中第一
作者论文一篇。目前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 Guangbin 
Dong 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在国际顶级期刊 J. Am. Chem. 
Soc.，Angew. Chem. Int. Ed., Nat. Commun., Chem
以及 Nat. Chem. 发表 8 篇论文（其中第一作者 6 篇），
荣获 2019 年度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

2016 届 化 学 伯 苓 班 毕 业 生 李 晓 彤（ 学 号
1210810），现就读于美国西北大学化学学院，师从
Mercouri Kanatzidis 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在国际顶级期
刊 J. Am. Chem. Soc. 发表论文四篇（第一作者两篇，共
同作者两篇），Chem. Matter. 发表论文一篇（第一作者）。
荣获 2019 年度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西北大学 Stoddart 教授在
给 2018 届毕业生肖奎（学号 1410823）的反馈信中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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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肖奎）对研究的奉献和投入堪称典范，具有一位年

轻科学家所追求的所有品质，相信他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科

学家”。

2017 届化学伯苓班毕业生王焜昱（学号 1411137）

本科期间多次获得国家奖学金等荣誉，曾赴美国加州大学

伯克利分校和美国西北大学进行科研实习，2017 年在美

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LRE 项目海报展示中被评选为第一

名。在美国科研训练期间发表 J. Am. Chem. Soc. 一篇，

毕业后前往美国德克萨斯 A&M 大学攻读化学博士。

4. 结语

经历十余年化学拔尖人才培养探索与实践，南开化学

已确立了先进的拔尖学生培养理念，建立了较为完善的

人才培养模式和管理体制，形成了“外溢效应”，实现

了以“拔尖计划”带动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全面提升。根

据教育部文件，南开化学入选首批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

养计划 2.0 基地名单。在拔尖计划 2.0 阶段，南开化学也

将会持续探索，着力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能

够勇攀世界科学高峰、引领人类文明进步的杰出自然科

学家。

1. 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实施办法 . [2012-10-10]. 
http://www.moe.edu.cn/s78/A08/gjs_left/moe_742/s5631/
s7969/201210/t20121010_166818.html.
2. 王佰全 . 大学化学 ,2019,34 (10),18−22. 
3. 高 等 学 校 课 程 思 政 建 设 指 导 纲 要 . [2020-6-1].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
t20200603_462437.html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op Talents Training in 
Chemistry of Nankai University
YE Fang, WANG Bai-Quan, ZHU Shou-Fei, WAGN Xiao-
Shen, GUO Dong-Sheng*
College of Chemist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P. 
R. China.  

Abstract After years of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the 
chemistry discipline of Nankai University has exhibited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Top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cultivating mode of 
top talented undergraduates in Nankai University from 
the aspects of training mode, training characteristics and 
training performance.

Keywords Nankai University; Chemistry; Cultivating 
mode of top talented under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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