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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淀粉是碳水

化合物的一种储存

形式，是人类饮食

中热量的主要来源，

同时也是生物工业

的主要原料。我们

报道了一种在无细

胞系统中由二氧化

碳（CO2） 和 氢 为

原料合成淀粉的化

学 / 生化混合途径。

人工淀粉合成途径

（Artificial Starch 

Anabolic Pathway， 

ASAP） 由 11 个 核

心反应组成，该反

应途径是通过计算

机辅助设计所起草、

模块化组装和替代

所构建，并依靠蛋白

质工程改进三个“瓶

颈”相关的工程酶

而得到进一步优化。

在一个具有时空分

离特性的化学酶系

统中，ASAP 在氢的

驱动下以每微克催

化剂每分钟 22 纳摩 CO2 的合成速率将 CO2 转化为淀粉，这一速率大约比玉米中淀粉的合成速率高 8.5 倍。这一方法能为

未来的二氧化碳化学 / 生化混合方法合成淀粉开辟一条道路。

 ▲【图 1】人工淀粉合成代谢途径的设计和模块化组装。内环：通过分模块的计算路径设计绘制的
人工淀粉路径示意图。此处 C1 表示甲酸和甲醇。外环：不同模块分别着色的人工淀粉合成代谢途
径（ASAP） 1.0 示意图。图中显示了辅助酶和化学品。ADPG，指 ADP- 葡萄糖；aox，指酒精氧化酶；
FADH 指甲醛；F-1，6-BP，指 D-1，6- 二磷酸果糖；F-6-P，指 D-6- 磷酸果糖；GAP，指 D-3- 磷
酸甘油醛；pgi，指磷酸葡萄糖异构酶；polyP，指聚磷酸盐；PGM，指磷酸葡萄糖氧化酶；ppa，
指焦磷酸酶；ppk，指聚磷酸激酶；ss，指淀粉合成酶；tpi，指磷酸丙糖异构酶。

无细胞化学酶法二氧化碳制淀粉

本文仅供学习交流使用，本人由于才疏学浅，英语和化学都学个半吊子，文章内容因此定有疏漏，

请大家不要错将本文当作原文看待。这篇文章我们翻译成中文是为了让更多英语不那么好的同

学可以大致了解这篇轰动全网的研究成果的全部内容，希望大家能通过我们的翻译学到更多 ~

译者按：

翻译整理：分子新天地；Email:.martin_lzh@tj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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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粉是食品和动物饲料

中主要的热量组成部分，同

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原料

[1,2]。淀粉颗粒中的直链淀

粉和支链淀粉高聚物由 α-1，

4- 糖苷键线性连接的葡糖残

基链组成，其中支链糖苷键

上缀有α-1，6-糖苷键分支 [3]。

绿植中的淀粉合成途径包括

大约 60 个步骤，并且还包括

复杂的调节过程 [4,5]。尽管

人们已经为提高植物淀粉的

产量付出了很多努力 [6-8]，

光合作用的低效和生物合成

淀粉的复杂性仍然是难以逾

越的障碍 [9]。与之相比，合

成生物学的进步则使设计和

搭建更有效的 CO2 固定 [10-14]

和化学生产 [15,16] 的合成系

统成为了可能。受光合作用

的中心思想所启发，一些优

良的化学催化剂已经被开发，

以用于更有效地从太阳能中得到电子 [17]、从水中得到氢 [18]，从而将二氧化碳还原成简单的化学物质 [19,20]。在本研

究中，我们以一种二氧化碳还原催化剂来产生被还原的单碳单位（C1）作为输入来进行无细胞淀粉的合成。

为了建立这样的混合途径，我们首先选择甲酸和甲醇作为候选中间体以连接后续可能的化学催化剂和生物酶。我们

利用甲醛酶（fls）从候选 C1 中间体 [21] 中设计和构建了淀粉合成途径的酶促部分。在 MetaCyc 数据库 [22] 和 ATLAS

数据库 [23] 的 6568 个主要反应集和包含甲酸酯的 15 个和包含甲醇的 8 个反应集的基础上，我们利用组合算法和简明的

通量平衡分析的组合方法（comb-FBA）[24] 和 Python 中的 COBRApy 工具箱 [25]（图 S1A 和补充材料），以甲酸或甲

 ▲【图 2】解决 ASAP 的主要瓶颈。(A)自DHA至淀粉的ASAP部分途径，图中指示了瓶颈点，
并对主要中间体和产物进行了着色处理。(B 和 C) ATP、ADP 对 fbp 和 fbp-AR 的抑制作用。
(D) 25mM DHA 通过不同 fbp 变异体途径 G-6-P 产量。(E) C3a 模型中的组分对 Cnb 模型的
抑制作用。DHA、DHA 和 dak 的浓度分别为 25mM、10mM 和 0.2 mg.L-1。(F) 25mM DHA
和 10mM G-6-P 在一个包括 dak 和具有不同 agp 变体的 Cnb 模块的竞争体系中产生的 DHA
和淀粉 ( 换算为葡萄糖计 ) 的比例。(G) 如图 2A 所示，25 mM DHA 通过 ASAP 的部分途
径生成淀粉 ( 换算为葡萄糖计 )。对于 (B) 到 (G)，值为平均值，误差条表示标准差 ( 重复
次数 n=3)。

 ▲玉米的平均生长期假定为 120 天。这些数字可能因物种、地理位置和栽培方式而异。玉米淀粉中碳单元的平均摩尔重
量假定为 27 g mol-1。我们注意到，玉米中的淀粉合成比体外化学酶 ASAP 中的淀粉合成要复杂得多。对于 ASAP 迭代，
值是平均值，误差条表示标准差（重复次数 n=3）。NADPH，烟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的还原形式。

 Â【表 1】ASAP 迭代与其他自然和合成途径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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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为起点起草了两条简明的淀粉合成途径。理论上，以二

氧化碳与甲酸或甲醇作为 C1 桥连中间体，淀粉可以只经

过九个核心反应合成得到（图 1，内环）。

与经过自然选择而进化了数亿年得到的自然途径所具

有的功能性和兼容性相比，计算设计途径往往受来自不同

生化环境的酶之间带来的不可预测、不达预期的相互作用

所阻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采用了模块化组装和替

代的策略。我们将两条淀粉合成途径划分为更易于管理的

模块（图 S1A），其中包括一个 C1 模块（用于生产甲醛）、一

个 C3 模块（用于生产 D- 甘油醛 3- 磷酸）、一个 C6 模块（用

于生产 D- 葡萄糖 -6- 磷酸酯）和一个 Cn 模块（用于合成

淀粉）。根据数据库已知的酶，我们初步构建了五个模块

（C1a/C1b，C3a，C6a 和 Cna）。尽管 C1a，C1b 和 C3a 模

块在单独使用时都展示出了各自的功能（图 S2，A，B 和 G，

和图 S3），C1a 或 C1b 和 C3a 的组合却并没能将甲酸或甲

醇转化为可探测到的 C3 化合物（图 S6A）。我们推测这种节

能但热力学不利的

C1 模块产生的边

际甲醛可能无法为

C3a 模块中 fls 的关

键反应提供原料（补

充材料）。我们因此

构建了一个热力学

更有利的级联反应

作为 C1 的替代方

案（图 S2，C 至 E，

C1c 至 e）[21,27]。

其中热力学最有利

的 C1e 模块与 C3a

模块成功组装，并

从甲醇中获得了相

当高的 C3 化合物

产率。

组 装 C1e+C3a

与 C6a 模块（图 S4A）

后，我们得到的目

标产物 6- 磷酸葡糖

（G-6-P）的量可以忽

略不计（图 S6B）。

我们发现碳通量因模块 C3a 中的二羟基丙酮激酶（dak）和模

块 C6a 中的果糖 -6- 磷酸醛缩酶（fsa）之间的活性不平衡

（图 S8，B 和 D）而受动力学控制停留在了磷酸丙糖中

（图 S8A）。除此之外，C3a 中 f l s 催化反应的副产物

乙醇醛竞争性抑制了 f sa 的功能（图 S8，C 和 D，以

及补充材料中有关 C3a 和 C6a 模块之间不相容性的其

他细节）。基于不同类别的醛缩酶，我们构建了两个替代

模块（图 S4，B 和 C，C6b 和 c）。然而，嗜热的果糖 -1，

6- 二磷酸醛缩酶 / 磷酸酶在环境温度下的活性极低，从而

阻碍了 C6c 的性能（表 S1 和图 S4E）。对于（C1e+C3a）+C6b

的组合，C6b 模块的大肠杆菌果糖双磷酸酶（fbp）的功能则

受到 C3a 模块中 dak 必需的辅助因子 5’- 三磷酸腺苷（ATP）

和 5’- 二磷酸腺苷（ADP）的抑制（图 S9、A 和 B，补充材

料）。通过将 ATP 再生系统与（C1e+C3a）+C6b 耦合【记

为（C1e+C3a）+ C 6 b *】，令 ATP 通过多磷酸盐激酶消

耗多磷酸盐的途径从 ADP 再生（表 S1），从而使 ATP

 ▲【图 3】通过 ASAP 从 CO2 合成淀粉。（A）底部为从 CO2 合成淀粉的化学酶级联反应的时间过程。
sbe，指淀粉分支酶。顶部为关键中间体和淀粉在时间过程中的变化（黄色曲线指直链淀粉，橙色
曲线指支链淀粉）。在给定的时间点，通过碘染色可以在小瓶中直观地观察到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
的产生。在碘处理之前，将反应溶液稀释六倍。值是平均值，误差条表示标准差（n=3）。（B）碘
处理后合成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的吸收光谱分析。标准（STD）和合成（SYN）直链淀粉的最大吸
收波长（λmax）均为 577nm，合成支链淀粉的最大吸收波长（λmax）分别为 529nm 和 543nm。（C 和
D）标准（STD）和合成（SYN）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的 1H 核磁共振（NMR）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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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ADP 减少到了可被接受的水平，我们进而成功从甲醇

制得 G-6-P（图 S9B 和 S6B）。

组装 C1e+C3a+C6b* 与 Cna 模块（图 S5A）后，我们并

未能从甲醇制得足以达到检出量的直链淀粉（图 S6C）。我

们观察到，无机磷酸盐（Pi）和 αD-1- 磷酸葡糖（G-1-P）的

高比例显著抑制了 Cna 模块中 α- 葡聚糖磷酸化酶合成直链

淀粉的过程，而这一高比例可能是在组合的上游部分形成

的（图 S10、A 和 B，以及补充文本）。我们另外构建了一

个依赖 ATP 的 Cnb 模块（图 S5B），以抵抗高 Pi/G-1-P

比（图 S10C）。（C1e +C3a+C6b*）+Cnb 的组装能使我们从

20mM 甲醇中制得 30 mg.L-1 直链淀粉（表 1 和图 S6C）。

在计算路径设计的辅助下，通过组装和替换源于 31

个生物体的 62 种酶的 11 个模块（表 S1），我们建立了自

甲醇出发、包含 10 个酶促反应的人工淀粉合成代谢途径

（ASAP）1.0（图 1，外环）。ASAP 1.0 的主要中间体和目

标产物经 13C 同位素标记实验（图 S11、A 和 C）检测，验

证了该途径能完全实现从甲醇合成淀粉的功能。

在建立 ASAP 1.0 之后，我们试图通过解决潜在的瓶

颈来优化这条途径。首先，由于 fls 的低动力学活性，其在

ASAP 1.0 中占总蛋白质剂量的约 86%，以维持代谢通量并

维持有毒的甲醛在非常低的水平 [28，29]。体外定向进化

增加了 fls 催化活性，产生了变体 fls-M3（flsI28L/T90L/N283H），

使其对 5mM 甲醛制二羟基丙酮（DHA）（图 S12 和补充文本）

的活性提高了 4.7 倍（图 1）。

尽管 ATP 和 ADP 在再生系统的辅助下能够维持在 1mM

的低水平，但它们仍可能部分抑制大肠杆菌 fbp 的功能

（图 2，B 和 C），据报道这是 5′ - 单磷酸腺苷（AMP）[30] 的

变构抑制作用。我们发现变体 fbp-AR（fbpK104Q/R132I）

包含 AMP 变构位点的两个突变 [31]，可以缓解 ADP 的抑

制作用（图 2，B 和 C），并显著提高 DHA 产生的 G-6-P

（图 2D）。三种核苷酸对 fbp 和 fbp-AR 的抑制模式分析表明，

ATP或ADP是系统中抑制的决定性因素（表 S5和补充文本）。

将 fbp-AR 与已报道的抗 G-6-P 的变体 [31] 整合得到的联合

变体 fbp-AGR（fbpK104Q/R132I/Y210F/K218Q）能够对此有进一步的

改进（图 2D 和补充文本）。

由于底物 DHA 及其激酶 dak 的增加导致前 4 小时淀

粉产量发生的异常降低（图 2A 和图 S10D），我们将 dak 和

ADP葡萄糖焦磷酸化酶（agp）之间的ATP竞争也纳入了考虑。

我们证实了 DHA 和 dak 的共存通过 Cnb 严重抑制了淀粉

的合成（图 2E），并产出 DHA 磷酸盐（DHAP）为主要产物，

而非淀粉（图 2F，第一列），这验证了 dak 确实竞争性地消

耗了大部分 ATP。我们并没有降低 dak 的剂量，而是试图

提高 agp 的能力。根据报道的氨基酸替代方案 [32,33]，我

们创造了三个具有更高活性的 agp 变体，这些变体与 dak

的竞争得到了增强（图 2F）。最佳的变体 agp-M3 成功将

DHA 的淀粉合成量提高了约六倍（图 2G）。

利 用 上 述 三 种 工 程 酶（fls-M3、fbp-AGR 和

agp-M3），我们构建了能够在 10 小时内从 20mM 甲醇

中生产大约 230 mg.L-1 直链淀粉的 ASAP 2.0（表 1）。与

ASAP 1.0 相比，ASAP 2.0 的淀粉产量提高了 7.6 倍。经
13C 标记的液相色谱 - 质谱（LC-MS）分析，ASAP 2.0 积累

的中间体浓度低于 ASAP 1.0（图 S11，A 和 B），这表明我

们的优化策略是有效的。

随着上述 ASAP 2.0 的成功，我们通过先前开发的无机

催化剂 ZnO-ZrO2[34]，将酶促过程与 CO2 还原耦合起来，

进而实现以 CO2 和氢为起点合成淀粉。由于 CO2 氢化的条

件不利，我们在 ASAP 3.0 中开发了一个包含化学反应单元

和酶反应单元的化学酶级联反应系统。

为了满足 fls 对高浓度甲醛的需求，并避免甲醛对其

他酶产生毒性（图 S13），我们进一步对酶单元进行了两

步操作（图 3A）。在化学反应装置中，CO 2 的转化速率

为 0.25 g.h-1.g-1（译者注：g-1 表示每克全部催化剂和蛋白质），

生产的甲醇不断冷凝，并在第一个小时内送入酶装置，最

终浓度约为 100mM。在酶促装置中，首先通过补充两种

核心酶和辅助过氧化氢酶（cat），在随后的 1 小时内将甲

醇转化为约 22.5 mM 的 C3 中间体 DHA，然后通过补充

剩余的八种核心酶和辅助成分，在随后的 2 小时内进一步

转化为浓度约为 1.6g/L 的直链淀粉（图 3A）。在碘溶液中，

合成直链淀粉显示出与标准直链淀粉样品相同的深蓝色和

吸收最大值（图 3B）。

天然淀粉含有约 20-30% 的直链淀粉和 70-80% 的支

链淀粉 [3]。为了从二氧化碳中合成支链淀粉，我们在

ASAP 3.1 中引入了一种来自创伤弧菌 [35] 的淀粉分支

酶（sbe）。该装置在 4 小时内可产生浓度约为 1.3g/L 的支

链淀粉（图 3A）。碘处理后，合成支链淀粉呈红棕色，吸

收最大值与标准支链淀粉样品相当（图 3B）。合成直链淀

粉和支链淀粉显示出与标准对应物样品相同的核磁共振氢

谱的第 1 到 6 个特征信号（图 3、C 和 D）。

化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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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时空分离的方法，ASAP 3.0 以 CO2 为原料，

获得了约 410 mg.L-1.h-1 的高淀粉生产率。该化学酶途径的

淀粉合成速率达到 22 nmol.min-1.mg-1（译者注：mg-1 表示

每克全部催化剂和蛋白质），比玉米中通过卡尔文循环合成

淀粉的速率高 8.5 倍（表 1）。该速率也是合成巴豆酰辅

酶 A（CoA）/ 乙基丙二酰辅酶 A/ 羟基丁基辅酶 A（CETCH）

循环速率的 5.7 倍，该循环最近被扩到另一个平台，以直

接从 CO2 中获取不同的化合物 [12,13,36]。ASAP 的理论氢 -

甲醇能量效率（ηHME）和甲醇 - 淀粉能效率（ηMSE）分别

为 85% 和 61%，但这些值不考虑诸如酶生产和化学步骤（补

充材料）中的高温和高压的过程的能量消耗，这将在实际生

产中影响 ASAP 的能源效率。ASAP 的理论氢 - 甲醇能量

效率（ηHME）和甲醇 - 淀粉能效率（ηMSE）分别为 85% 和

61%，但这些值不考虑诸如酶生产和化学步骤（补充材料）

中的高温和高压的过程的能量消耗，这将在实际生产中影

响 ASAP 的能源效率。在理想的光伏和水电解装置中，太

阳能 - 电效率（ηSEE）可达到 20%[17]，电 - 氢效（ηEHE）

可达到 85% [18]。则 ASAP 的理论最大太阳能 - 淀粉效率

（ηSSE=ηSEE×ηEHE×ηHME×ηMSE）将为 9%。考虑到

化学步骤 [37] 在实际生产中的耗能因素（如温度、压力），

估计实际 ηHME ′为 68%，理论 ηSSE 调整为 7%，这与

C3（4.6%）和 C4（6%）植物 [38] 的太阳能与生物量的理论

光合效率相当，并且是自然环境中植物（2%）理论太阳能 -

淀粉效率估算值的 3.5 倍 [39]。通过 ASAP，可从 CO2 中不

使用细胞，通过化学酶高效地合成淀粉，而 ASAP 也将是淀

粉工业生物制造等应用的重要起点。

从二氧化碳制淀粉，
看跨学科研究对化学的意义

想必大家对“淀粉”完全不陌生，它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多糖之一。无论是面包还是馒头，无论是面

条还是米饭，其中的主要成分基本都是淀粉，因此可以说淀粉为国人膳食宝塔打下了坚实根基。

近日，一篇名为“Cell-free chemoenzymatic starch synthesis from carbon dioxide”[1]（无细胞化学酶

法二氧化碳制淀粉）的论文轰动全网，引发了人们对未来农业变革的激烈讨论。这篇论文目前已经被各

大媒体所广泛报道，网络上也有不少文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论文的相关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最终结论。

在近几天看到这条新闻以后，我第一反应就是赶快去拜读一下这篇论文。为了让感兴趣的同学更好

理解这一重大突破，我和小伙伴们半人工地将这篇论文翻译成了中文（译文请添加阅读原文，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D4YZZ53_HqnYUoq9ZsLLw，提取码：fzmt）。鉴于该实验的背景资

料和实验结论已被各大媒体介绍的足够清楚，在这里便不多做赘述。在阅读论文后，我更想给大家详细

地介绍该工作所采用的一些有趣的实验工具。

在这项科研工作中，计算机辅助合成设计、模块化组装和替代、蛋白质工程是最重要的三个工具，

从这三个工具中，我们能够窥见跨学科研究成果对现代化学的意义。这一篇文章我就主要给大家介绍一

下这三个工具是如何应用到本实验中的。

参考文献见 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abh4049/

括号内带有 S 标记的所有图、表均在原文补充材料中

作者：分子新天地；Email:.martin_lzh@tju.edu.cn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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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合成设计 Computational Pathway Design

计算机辅助合成设计（直译为计算路径设计）是一种

通过计算路径成本、热力学及动力学可行性等数据来筛选

合理可行的反应路径。据我个人理解，这个过程一般会依

托于一个含有较多反应数据的数据库运行。

对此，给大家举个例子，使用过 Reaxys（https://

www.reaxys.com/）的同学们都知道，这个网站包含合成路

径设计（Synthesis Planner）功能，每一步反应都可以根据

需求筛选，其筛选条件不仅包括反应物、催化剂及溶剂的

选定，还包括反应原料是否为商业化产品。

计算辅助合成设计的强大之处在于可以帮助我们筛掉

许多不理想的路线，大大减少了试错实验的成本，为最终

合成路线的设计提供借鉴。

在淀粉合成路线的研究工作中，实验团队采用的方

法有些许不同，他们选用的不是 Reaxys 数据库，而是

MetaCyc（https://metacyc.org/）（图 1）和 ATLAS（http://

lcsb-databases.epfl.ch/pathways/atlas/）（图 2）。

与 Reaxys 相比，Metacyc 和 ATLAS 主要包含的是生

物酶促反应，而且这两个数据库都有自研的路径设计软件，

更适合在体外模拟生物代谢过程时使用。在工作中，作

 ▲  图 1

 ▼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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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采用了两个数据库的 6568 个主要反应集、包含甲酸酯的

15 个反应集和包含甲醇的 8 个反应集，在此基础上，利用

组合算法、简明的通量平衡分析的组合方法 (comb-FBA) 和

Python 的 COBRApy 工具箱，以甲酸或甲醇为起点，起草了

最初步的淀粉合成途径。（在此之前，第一步合成是将二氧

化碳转化为一碳中间体甲酸或甲醇）

模块化组装和替代

“模块化”的概念相信大家不是第一次听说，模块化建筑、

模块化主机的概念在近几年十分流行，但是将化学合成的过

程模块化，对这一概念，我个人也还是第一次在研究论文中

看到。

在本研究中，研究人员将这种新兴概念引入，将每一步

重要反应过程都分为模块，每个模块有各自指定的输入（反

应物）和输出（产物），最终连在一起就可以得到完整的自

CO2 至淀粉的合成路径。（图 3）

如图所示，本研究将二氧化碳到淀粉分为了四个大模块，

分别是以 CO2 制备甲醇的一碳反应 C1 模块、由甲醇制

备 3- 磷酸甘油醛的三碳反应 C3 模块、由 3- 磷酸甘油醛

制备 6- 磷酸葡糖的六碳反应 C6 模块以及由 6- 磷酸葡糖至

淀粉的 n 碳反应 Cn 模块。

将反应分为四个模块后，模块之间的反应物、催化剂（酶）

不会发生相互作用，可以避免因组分复杂导致的底物错配等

问题。同时，将反应过程模块化后，可以单独根据每个模块

的输出产率对模块进行改进，每次只需要替换更合适的模

块，而无需每次从头搭建反应。文中记录了各模块的改进

过程，其中一个过程是这样的：

“尽管 C1a，C1b 和 C3a 模块在单独使用时都展示出了

各自的功能，C1a 或 C1b 和 C3a 的组合却并没能将甲酸或

甲醇转化为可探测到的 C3 化合物。我们推测这种节能但热

力学不利的 C1 模块产生的边际甲醛可能无法为 C3a 模块

中 fls 的关键反应提供原料。我们因此构建了一个热力学更

有利的级联反应作为 C1 的替代方案。其中热力学最有利的

C1e 模块与 C3a 模块成功组装，并从甲醇中获得了相当高的

C3 化合物产率。”

每一次组装对于实验团队来说其实都类似一个“适配”

的过程，所选的模块都是能单独完成指定任务的，但考虑到

每个模块输出的不只是指定的产物，还有未完全反应的残留

反应物和部分催化剂，因此不得不在实践中对下游模块进行

进一步的修正，以达到理想的效果。

 ▲  图 2

化学通讯

07



聚焦

蛋白质工程

从名字上看，“蛋白质工程”像是对蛋白质直接通过化

学或者生物方法加以修改的一种工程，但事实并非如此。蛋

白质工程是一种利用中心法则，通过化学、物理和分子生物

学的手段进行基因修饰或基因合成，以达成对蛋白质的改造，

或制造一种新的蛋白质的工程。其实现流程大致为：

 Â 确定所需蛋白质的功能和性质；

 Â 由性质反推结构，得到所需蛋白质的结构，并确定氨基

酸序列；

 Â 由氨基酸序列反推 DNA 序列。

得到 DNA 序列后，再通过构建载体将 DNA 代入大肠

杆菌等生物体内进行表达，就可以得到人为设计的、可能是

自然界中从来未存在过的目标蛋白质。

前文提到，模块之间需要“适配”才能更好使用，而“适

配”的主要方法就是对反应的催化剂――酶进行进一步修饰。

因此在本研究中，蛋白质工程被用于制备“更适配”的酶。

通过蛋白质工程，可以使酶更好地适应上游模块的化学环境，

甚至可以使酶有选择性地提高其针对某种特定底物的活性。

结语

计算辅助合成设计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蛋

白质工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被提出，模块化组装和替代也

是近十年才被引入化学化工学科。如果没有计算辅助合成设

计，合成化学将因合成路径长、需要大量试错等因素而遇到

瓶颈，科学家需要花费更多资金购置化学品、消耗更多精力

尝试不同方法以得到更高产率。如果没有蛋白质工程，那么

想大批量生产人工合成的蛋白质则会难于上青天，具体难度

可以参见“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如果没有模块化组装和替

代，科学家在面对这样较长路径的反应进程时，可能难以对

反应现象进行评估和分析，难以找到真正的“病根”，反复

重新搭建反应还将会大幅降低实验效率。

现代化学中的新方法、新手段，在不断提高化学实验的

可靠性，加快化学研究的进程，同时也在不断降低化学研究

的成本。如果我们把视角拉高来看，就能发现现在的跨学科

发展有多么重要――计算辅助合成设计离不开计算机和网络

的发展、蛋白质工程离不开分子生物学、化学生物学等生命

科学的发展、模块化组装和替代理论离不开化学工业研究思

路的进步。反过来看，化学化工学科的发展对其他学科也存

在促进作用。

现在的化学已经和一百年前的化学大有不同了――以前

的化学往往局限于研究单一物质或者单一现象，而现在的

化学则更多地注重实际，研究如何更好创造一个能为某个

领域服务的新物质或者发掘一个旧物质在某个领域的新应

用，因此现代化学离不开其他学科的发展，其他学科也离

不开现代化学的发展。本篇文章所引的“二氧化碳合成淀粉”

就是一个将二氧化碳应用于生物化学、甚至是农业领域的

新应用典例。

在这样的“跨学科”时代中，我们也许就不能只局限在

自己专业的舒适圈内，而是应该多了解其他学科的基本原理

和发展状况，尝试结合所学促进各学科综合发展。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CAI T, SUN H, QIAO J, et al. Cell-free chemoenzymatic starch synthesis from carbon dioxide. 

Science, 2021, 373(6562): 1523-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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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解读

重要研究进展

（1）CsPbX3 纳米晶的方法学研究

热注入法是合成 CsPbX3 纳米晶的传统方法，所制得的产物形貌均匀、尺寸均一、结晶性好，具有较为优异的光学性质。

然而，该种热注入方法的

合成条件苛刻 ( 高温、惰性

气体氛围 )、操作繁琐且成

本高昂。因此 , 发展简单且

温和的合成方法势在必行。

因此 , 作者开发了多种液

相合成体系以制备 CsPbX3

纳米晶 , 例如：先后发展了

溶剂热法和微波法制备高

质 量 的 CsPbX3 纳 米 晶 并

实现形貌的可控可调 (Adv. 

Funct. Mater. 2017, 1701121; 

J. Mater. Chem. C,2017, 5, 

10947.)，这些方法相对于

热注入法而言更易操作，且更利于大规模制备。此外，作者开发了一种低温注入法用以合成厚度及发光波长连续可调的

CsPbBr3 纳米片，并成功用于电致蓝光 LED 器件 (Nano Energy, 2018, 47, 235.)。

有机配体是合成高质量 CsPbX3 纳米晶的关键因素，通常是油酸 / 油胺等长直链配体。然而，这种配体体系在

CsPbX3 纳米晶表面是动态的，易在清洗或存储过程中脱落，导致表面缺陷的产生以及稳定性能的下降。作者利用三支链

结构的三辛基氧化膦作为辅助配体，大幅提升了 CsPbX3 纳米晶的稳定性 (Langmuir, 2017, 33, 12689-12696.)。另一方面，

作者也开发了一种 L 型配体体系（纯油胺体系）用以合成量子产率 100% 的全无机钙钛矿纳米晶 (Nano Lett. 2019, 19, 

4151-4157)。与传统的油酸 / 油胺对配体体系相比，这种 L 型配体能够与 CsPbBr3 表面更加紧密结合，且在表面形成一层

PbBrx 惰性层，去除表面缺陷且大幅提升材料自身的稳定性。此外，作者也利用无机配体磷酸根离子后处理法得到表面缺

作者：张桥；Email:.qiaozhang@suda.edu.cn

全无机铅卤钙钛矿纳米晶的制备和稳定性提升

 ▲【图 1】研发不同方法和配体体系制备CsPbX3 纳米晶。

研究背景及意义

全无机铅卤钙钛矿 CsPbX3（X=Cl, Br, I）纳米晶是一类具有优异光学性质的半导体材料，其具有很高

的荧光量子产率、较窄的发射峰半峰宽、整个可见光范围内连续可调的发射波长，因而在光电领域例如发

光二极管方面拥有巨大潜力，有望成为新一代商用量子点的关键所在。尽管国内外学者在 CsPbX3 纳米晶领

域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突出的研究成果，但开发新型合成方法以及提升稳定性能仍然是现阶段的重要课题。

化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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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少、抗水抗光能

力强的 CsPbBr3 纳

米晶并应用于稳定

白光器件的制备中

（Nanoscale, 2021, 

13, 9634-9640）。

（ 2 ） C s P b X 3 、

C s 4 P b X 6 和

CsPb2X5 之 间 的 互

相转化

CsPbX3 及其衍

生物包括 Cs4PbX6

和 CsPb2X5 均是离

子 型 化 合 物， 这

种 离 子 特 性 使 得

它 们 之 间 的 互 相

转换较容易发生。

作 者 利 用 油 水 界

面 成 功 将 零 维 结

构 的 Cs4PbX6 纳

米晶转化为三维构型的 CsPbX3 纳米晶 (Cs4PbX6 → CsPbX3 + CsX)。这是一个 Cs4PbX6 脱除 CsX 分子的过程，主要是因

为 CsX 在水中的溶解度很大，当 Cs4PbX6 与水界面接触后，其中的 CsX 会快速溶解于水中 (Nano Lett. 2017, 17, 5799；

Langmuir, 2018, 34, 10363-10370.)。此外，作者报道了一种空间限域 CsPbBr3 纳米晶体的水致变色效应。将 CsPbBr3 纳米

晶负载于多孔基体中，当用水汽处理时，强荧光的 CsPbBr3 会脱除 CsBr 转化为无荧光的 CsPb2Br5；当水汽蒸发后，CsBr

重新嵌入 CsPb2Br5 中恢复成 CsPbBr3，这是首次关于 CsPbBr3 可逆水致变色的报道（Angew. Chem. Int. Ed., 2020, 59, 

14527-14532.)。该系列工作不仅加深了对全无机铅卤钙钛矿材料的认知，也为其在新型防伪应用上开辟了新道路。

 ▲【图 2】 CsPbX3、Cs4PbX6 和 CsPb2X5 之间的互相转化研究。

 ▲【图 3】基于 CsPbX3 纳米晶的异质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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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不同结构的铅卤化合物之间的化学转换也

可用于特殊形貌 CsPbX3 纳米晶的制备。例如，利用

Cs4PbX6 → CsPbX3 的转化法成功制得长径比连续可调的

CsPbBr3 纳米棒 (Chem. Mater. 2019, 31, 1575–1583.)，量

子产率达 70% 的超细 CsPbBr3 纳米线 (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 2019, 11, 3351–3359.)，以及结构复杂的多足

结构等 (Nano Energy, 2018, 53, 559-566.)。

（3）CsPbX3 纳米晶的复合结构

铅卤钙钛矿是一类离子型化合物，导致其在光、热、

水、氧等条件下稳定性能较差，严重制约了其未来发展和

实际应用。利用稳定的聚合物或氧化物等材料对铅卤钙钛

矿纳米晶改性，是提升其稳定性能的有效手段。然而，

如何从单个纳米颗粒水平上对钙钛矿材料进行表面改性或

包覆仍然存在巨大挑战。作者创新性地采用两相界面法成

功获得双面神结构 CsPbX3/ 氧化物复合结构，极大地提升

了纳米晶结构的稳定性及其在光学器件中的实用性 (J. Am. 

Chem. Soc. 2018, 140, 406)。当氧化物具有半导体性质 ( 例

如 ZrO2) 时，该类氧化物可以有效调节复合结构类型，进而

改变 CsPbX3 纳米晶的光学性质 (ACS Nano 2019, 13, 5366-

5374.)。除了双面神结构，我们先后利用共沉淀法或后处理

法制备了核壳结构的 CsPbBr3/SiO2 和 CsPbBr3/PbSO4 复合

纳 米 粒 子 (ACS Nano 2018, 12, 8579-8587；Adv. Optical 

Mater. 2020, 2001763.)，以及 Pb3(PO4)2 颗粒修饰的 CsPbBr3

纳米异质结结构 (J. Mater. Chem. C 2021, 9, 466-471.)。这些

复合体系不仅保留了纳米材料的尺寸优势，而且对提升其稳

定性能至关重要，为后续钙钛矿纳米材料的发展提供了一定

的参考意义。

基于系统地研究全无机铅卤钙钛矿纳米晶的制备和

应用，受邀在多篇国际期刊上 (J. Mater. Chem. C, 2019, 

7, 757-789；J. Mater. Chem. C, 2019, 7, 14412-14440；

Small Methods 2020, 2000303) 发表综述论文，总结了全

无机铅卤钙钛矿纳米晶的液相制备、化学转换、稳定性能

提升的策略并讨论了其在光电器件中的广阔前景。

张桥博士，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2 年于加州大学河滨分校获得化学博士学位，2012-2014 年在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从事博士后工作研究，2014 年加盟苏州大学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担任

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表 / 界面催化、功能纳米材料的可控制备，

已在 Chem. Rev., Acc. Chem. Res., Angew., JACS, Adv. Mater., Nano Lett., ACS Nano

等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论文总引用 13000 余次。主持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优青项目、面上项目和青年项目 (51922073，21673150，21401135)，科技

部重点研发计划 (2016YFE0129600)，江苏省优青项目 (BK20180097) 等科研项目。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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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专栏

135ºC 煮沸水完全可行

一 般 认 为， 常 温 常 压 下 水 的

沸 点 是 100 ℃， 更 精 确 的 答 案 是

99.975ºC。但是，在不同的大气压下，

这一数值也将发生变化。一般规律是

大气压越高，沸点就越高，反之亦然。

在此，我们借助水的相图予以进一步

解释。

相图就是用来表示物质的状态和

温度及成分关系的综合图形，其所表

示的物质状态是平衡状态，其中最简

单的就是水的相图。水的状态有气、

液、固三态，在不同温度和压力下，

水的状态各不相同。【图 2】所示即

为水的相图，纵轴为压力，横轴为温

度。OA、OB和OC分别为冰水分界线、

冰气分界线和水气分界线。O 点为三

相点，也就是固液气三种物质共同存

在的状态。

我们将水的相图进一步细化标

注，如【图 3】所示。其中，OA 线上

M 点的意义是指处于标准大气压 PƟ

下，水由液态转化为水蒸气的温度为

T3≈100ºC。如果我们提高气压 P，那

M 点就会沿着 OA 线向右上方移动，最后的结果是液气转化温度随之提高，也就是沸点提高。

因此，要想使水的沸点达到 135ºC，只需要提高气压即可。借助相图来看，只要沸点不超过 374ºC，我们都可以通过提

高气压实现。实际上，康某傅宣传文案也解释了这一点。

135℃煮沸的白开水是真是假
作者：赵佳亮；Email:.jlzhao20@mail.ustc.edu.cn

 ▲【图 1】“喝开水”产品的宣传片截图

近日，我在视频平台上发现康某傅推出了 135ºC 煮沸的白开水。众所周知，烧水超过 100ºC 就开始

气化，那 135ºC 煮沸究竟是真是假？康某傅又为何选择 135ºC ？这背后又存在哪些科学常识？

导      读

本篇文章将为你一一解答上述疑问

 ▲【图 2 】水的二元相图（简洁版）  ▲【图 3】水的二元相图（标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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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专栏

 ▲【图 5】维基百科中展示的超高温灭菌设备

快去屯几瓶熟水养个生吧。

还等什么？

为什么一定是 135ºC 煮沸？

100 度开水可以杀灭 99% 以上的细菌和病毒。大多数的细菌和病毒在开

水里面是不能够存活的。因为在高温下 , 构成生物大分子的各种分子、原子

等都处于剧烈的热运动下 , 使各种化学键断裂 , 生物大分子失去原有的结构

和功能 , 也就失去了它们应当具有的生理活性 , 从而造成细菌细胞的死亡。

但科学家也发现有一些耐热性强的杆菌或者芽孢仍然可以生存，在 121ºC 温

度下蒸煮 20 分钟左右才可以完全杀死。

康某傅选择 135ºC 的超高温杀菌技术，除了要保证杀死全部细菌之外，

还兼顾了消毒效率。只需持续几秒后再迅速冷却就能让水中的微生物丧失酶

活性。在杀死微生物的同时保留部分对人体有益的物质，且不会产生溴酸盐

残留问题。因此，相比于其他瓶装饮用水来说，熟水更营养、更健康。
熟水市场正中国人下怀

中国自古以来崇尚熟食文化，熟水概念更有着广泛的消费基础。喝开水

是中国人传统的健康饮水智慧，开水即熟水，古称太和汤。李时珍《本草纲

目》称其性味“甘、平”，又称“热汤须百沸者佳，若半沸者，饮之反伤元气，

作胀”。

古人认为，未经烧开的生水水性寒凉，饮用后会刺激肠胃，容易引起胃痛、

 ▲图 6   市面上各类熟水产品

 ▲【图 4】“喝开水”的微博宣传图文

腹泻腹胀等问题，不利健康；而烧开过的“太和汤”，

水的寒性大大降低，呵护肠胃健康。

熟水产品另一个发力点便是便捷性。国人向来

认为开水治一切，但喝一次开水要经历烧水、晾凉

等步骤，且灭菌过程不完整。市面上层出不穷的熟

水产品则很好解决了上述问题，随时随地满足你喝

熟水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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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专栏

一、简介

牛奶是人们日常不可或缺的饮品之一，其种类复杂，主要成份有水、脂肪、磷脂、蛋白质、乳糖、无机盐等。依据不

同的分类标准，我们可将牛奶分为不同种类。按蛋白质含量来

说，不低于 2.5g /100ml 的牛奶，我们称纯牛奶或鲜牛奶，这

种产品的配料只有一种，即生牛乳，否则就是乳饮料；根据杀

菌温度的不同，我们分为采用巴氏消毒法灭菌的巴氏消毒奶和

采用超高温灭菌法的常温奶；按照配料成分分类，其中调制乳

可细分为以不低于 80% 的生牛（羊）乳或复原乳（奶粉）为

主要原料，添加各种其他原料或食品添加剂或营养强化剂，采

用适当的杀菌或灭菌等工艺制成的液体产品。

了解基本分类后，我们再依据各类牛奶的检测方法和国

家标准进行陈述，并围绕各小类牛奶的自身特点、配料表成分，

对市面上常见的品牌牛奶采样分析、比较，分析各个杀菌处理、

包装方法的差异对牛奶品质的影响，以期能够在日常生活中

更科学地选择需要的牛奶。

 ▲【图 1】牛奶的分类

你真的了解你喝的牛奶吗
 ——低脂 or 高钙奶是不是智商税

作者：高好好；Email:.nxgao@ciac.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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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专栏

二、高钙、低脂、无乳糖型的调制乳

根据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成人

平均每天所需钙量为 800mg，每天

最 高 耐 受 量 为 2000mg。 一 瓶 伊 利

高钙奶、伊利高钙低脂奶钙含量为

120mg/100mL，而普通牛奶的钙含量一

般在 100~110mg/100mL 之间。如果以

普通瓶装 250mL 计算，一瓶高钙奶含

钙 300mg，而普通牛奶在 250~275mg

之间，相差并不算大，所以高钙奶并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钙”。并且高

钙奶属于调制乳，含有食品添加剂，

在健康方面不如纯牛奶，所以如果需

要补钙，高钙奶的作用和普通牛奶没

有太大差别，可以一天摄入 500ml 左

右普通牛奶，外加通过食物来补充钙，

没有必要特意选择高钙牛奶。

成 人 一 般 每 天 需 要 摄 入 脂

肪 100g 左 右， 不 同 人 体 质 差 别 较

大，所需量差别也较大。伊利高钙

低 脂 奶、 蒙 牛 特 仑 苏 低 脂 牛 奶 含

脂 肪 为 1.3g/100mL， 普 通 牛 奶 在

3~4g/100mL。如果以普通瓶装 250mL

计算，一瓶低脂奶含脂肪 3.25g，而普

通牛奶在 7.5~10g 之间，看起来差别

很大，但是相较于普通人每天在膳食

中摄取的脂肪，牛奶中的脂肪含量并

不算多。而且牛奶在脱脂过程中，一

些有益健康的脂溶性维生素也会跟着

消失，比如维生素 A、D、E、K。

而缺少了维生素 A、D，人体对钙质

的吸收就会受到影响。同时，牛奶

的口感也会有所欠缺。虽然调制乳可

以再次添加维生素，但是调制乳含有

食品添加剂，不宜过多摄入。所以，

如果是普通人，选择低脂牛奶与全脂

牛奶没有什么差别，最好选择全脂牛

奶。对于患有高血压、心血管疾病、

减肥人群最好选择低脂牛奶。

无乳糖牛奶则适用于乳糖不耐人群。

三、相关国家检测标准

调制乳是以不低于 80% 的生牛

（羊）乳或复原乳为主要原料，添加

其他原料或食品添加剂或营养强化剂，

采用适当的杀菌或灭菌等工艺制成的

液体产品。

1、检测项目：

脂肪、蛋白质、黄曲霉毒素M1、铅、

总砷、总汞、铬、菌落总数、大肠菌群、

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商业无菌、

三聚氰胺、山梨酸、硫氰酸钠（以硫

氰酸根计）、舒巴坦、氯霉素、土霉素、

四环素、金霉素、苄青霉素、氨苄青

霉素、邻氯青霉素

2、检测标准：

 )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真菌毒素限量

 )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污染物限量

 ) GB 478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

 )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 GB 47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图 3】常见低脂牛奶与纯牛奶比较

 ▲【图 2】常见高钙牛奶与纯牛奶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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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预告
牛奶 vs 牛奶饮品 ,

如何分辨 ?

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 GB 4789.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

葡萄球菌检验

 ) GB 4789.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乳与乳

制品检验

 ) GB/T 4789.26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罐头食品商业无菌

的检验

 ) 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 GB/T 5009.11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 GB/T 5009.17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 GB/T 5009.123 食品中铬的测定

 ) GB 5413.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食品和乳品中脂肪

的测定

 ) GB 5413.3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和乳制品中黄曲霉毒素

M1 的测定

尽管目前开发的材料（例如碳质材料、

聚合物材料、陶瓷）可以实现高离子电导

率和 / 或选择性，但仍具挑战。首先，以

低廉的价格制造具有大量纳米级通道的大

尺寸材料是很难实现的。其次，这些材料

大多以石油为基础，不可再生，无法满足

现代社会日益增长的可持续发展需求。对

于某些应用，例如便携式和可穿戴电子产

品，高机械强度和柔韧性是必不可少的要

求；然而，上述材料很难满足这些需求。

“木头大王” 胡良兵 AM 综述：离子在木
质结构中的微观调控及器件应用

【前言】

离子传输及其调节在生物系统中至关重要，包括植物、动物和

人类。近年来，它还在离子纳米流体、晶体管、热电、电池、盐梯

度发电机、太阳能海水淡化膜、滤水器、离子电子学、传感器、生

物器件等各种器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离子传输迁移率和

选择性是许多应用的决定因素，可以通过修改材料和 / 或设备的多

尺度结构来调整它们以满足不同的需求。孔尺寸的结构工程对于调

节离子传输行为尤其重要，当通道尺寸从宏观 / 微米尺度减小到纳米

尺度时，离子传输行为可能会大不相同。事实上，在纳米尺度调节离子

传输行为是设计高性能能源设备的有效方法。

翻译整理：谭正平；Email:.tzphr520@163.com

化学通讯

17



科研进展

最后，稳定性始终是实际使用中的一个挑

战。

生物基材料（如木质材料）丰富且可

再生，被认为是有吸引力的替代品，可以

潜在地应对其中一些挑战【图 1a】。最

重要的是对于离子传输应用，木材具有分

层多孔结构，由许多具有明显各向异性的

空心细胞组成。这种分层细胞结构为水、

养分和离子传输提供了多尺度定向通道，

支持活树中发生的光合作用过程。

本文描述了通过多尺度结构工程对各

种新兴应用的木质结构离子调节的最新进

展，包括电池、超级电容器、热电、盐梯

度发电机、太阳能海水淡化膜、水过滤器、

离子纳米流体、晶体管、传感器和生物设

备。首先讨论了木材的分层细胞结构和木

质结构的改性策略，以及基于溶液的多孔

介质中的基本离子传输行为。进一步探索

了木基结构中离子传输行为的关键影响因素和调控策略，包括孔结构、表面特性的调整。还讨论了各种器件中木质结构的

离子传输行为和调节策略，重点是它们的结构 - 性能 - 性能关系。最后，本文就该领域的挑战以及未来的研究和商业化机会

做了展望。

【材料，制备及结构】

木头的结构及组分。木材是由众多细胞组成的天然复合材料，其根茎中有丰富的纤维组织【图 2a】。除了这些共同特

征之外，木材还展示了包括软木和硬木在内的所

有木材物种之间的巨大多样性，例如细胞类型、

孔隙结构（例如，孔径和孔隙率）、密度和外观（例

如，颜色和木纹）。木材微观结构的这种多样性

允许根据其功能和应用对各种离子调节的木质

结构进行丰富的调节和选择。

木头的结构可调性。一般来说，有两种制

造木质材料的方法――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如

图 3】。自上而下的过程可以定义为以原木为

原料，不经过大量的除纤过程，木材的分层细

胞微观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保留在最终产品中的

处理过程。自下而上的过程从原纤化纤维素构

建块开始，然后进一步组装成块状结构。

提高木头的水稳定性策略。稳定性，尤其是

在水中的稳定性对于离子调节和相关应用至关

 ▲【图 1】 木质离子导电材料的优势特征和潜在局限性。

 ▲【图 2】木头的多级结构及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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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因为这些材料通常用于水性

电解质。目前通过涂层、乙酰化处

理、反离子交换、交联处理、酯化、

糠醛化等策略可提高其稳定性。

【离子传输行为，性能及工程策略】

离子传输行为的基本原理。当

固体物体浸入电解质中时，将形成

双电层 (EDL)，其中包括紧邻固体

表面的 Stern 层和延伸至液体的移

 ▲【图 3】制备木质材料的策略及修饰策略

 ▲【图 5】木质材料在各个领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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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层。

在 EDL 内，电位从界面

到通道中心呈指数下降【图 

4b】。如图 4c 所示，表面电

荷通过反离子的积累和共离子

的消耗来平衡。

离子传输行为的调控。离

子传输行为可以通过调整表面

特性（主要是表面电荷密度或 

zeta 电位）、通道大小或它们

的组合来调节。

 ▲【图 4】离子传输行为

【总结及展望】

尽管目前基于木质材料的研究已经取得巨大进展，然而，仍有几个关键挑战需要进一步研究以弥合学术研究和实际应

用之间的差距。

01

02

03

04

在纳米尺度上的改性增加了大规模制造以满足实际应用需求的难度 ;

进一步提高现有设备的性能和开发新的木质离子调节设备对于推动该领域更进一步至关重要。开发新的结构修饰、更
先进的表征技术和计算模拟，以及材料科学、化学、物理学和工程学之间的跨学科研究将是必不可少 ;

必须考虑木质材料和设备对水、热、光、细菌和真菌的多级稳定性，特别是对于户外和水下应用 ;

最后，基于木材的离子调节技术和设备的商业化取决于性能可靠性、制造成本的降低以及实现更可持续社会的全球驱
动力。

【各类新兴器件中的应用】

能源领域的应用

(1) 电化学电池及超级电容器。

(2) 盐梯度发电。

(3) 热能收集。

水处理领域的应用

(1) 脱盐太阳能海水

淡化。

(2) 水过滤。

信号及传感领域的应用

(1) 晶体管。

(2) 传感器。
生物系统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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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效的超低铂合金催化剂—表面收缩的中空纳米球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PEMFC) 是

一种很有发展前景的下一代能源转换

技术，它推动了氢能时代的到来。

但是，由于阴极氧还原反应动力学缓

慢，需要大量的贵金属 Pt 催化剂，然

而 Pt 储量低，价格昂贵，大批量的使

用会导致 PEMFC 的成本过高，限制了

PEMFC 商业化发展。因此，开发高效

低 Pt 的 ORR 催化剂是当前燃料电池发

展进程的首要任务。

目前，为了满足活性和低铂的要

求，大量的工作集中同时调节催化剂

组成和结构。通过加入过渡金属与 Pt

形成合金，降低 Pt 载量同时调控 Pt 基

催化剂的本征活性。此外，由于合金

构造演化多样性，PtM 合金粒子会形成

特殊的形貌，例如，纳米笼，纳米框架，

纳米线，核 - 壳，使 Pt 的利用率提高。

研究背景

作者简介：

胡良兵教授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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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工作中，我们在酚醛

树脂中原位合成 PtFe 合金催化

剂。首先由于热解，Pt 发生表

面偏析，产生富 Pt 表面和 Fe

核，经过酸洗步骤，不稳定的

Fe 被去除，形成一个表面富铂

的中空壳层。由于过渡金属 Fe

的半径小于 Pt 的原子半径，因

此表面 Pt 发生压缩应变，从而

调节 Pt 的 d 带电子结构，削弱

中间物种的结合能力，提高 Pt 基催化剂的本征活性。此外，通过去合金步骤形成的中空结构可以最大程度地暴露活性位点，

使 Pt 的利用率提高。最重要的是，能量稳定的较大的 Pt 纳米颗粒不会像小颗粒一样聚集，颗粒又为中空结构，不会影响催

化剂的利用率。高温形成的致密的 Pt表面同样有助于提高 Pt合金的稳定性，阻止了在电化学条件下和酸性介质中 Fe 的溶出，

进一步引起的合金颗粒的溶解。

 ▲【图 1】催化剂的合成方法示意图

图文解析

文章简介

 ▲【图 2】 (a，c，e，g) PtFe(0.9)-C, (b，d，f，h) PtFe(5)-C 的 TEM 图，STEM 图，
EDX 线型扫描，高分辨透射图。

图 2 STEM 图像和 EDX 线性扫描结果证实 PtFe(0.9)-C 中的 PtFe 纳米颗粒呈现中空结构。HRTEM 图像显示 PtFe(0.9)-C

的平均晶格间距为 0.220 nm，略小于 Pt(111) 晶面间距 (0.227 nm)，表明纳米颗粒的表面在 <111> 方向存在压缩应变，与

 ►【图 3】 (a) PtFe(0.9)-C，PtFe(5)-C，Pt-C， Pt/C-JM 高分辨 Pt 4f 谱。

XRD 结果一致。这种压缩应变可

以调节 Pt 的 d 带结果，对催化剂

的 ORR 活性具有促进作用。

图 3 XPS 结果 ( 图 2.7) 显示

PtFe(0.9)-C 的 Pt 4f7/2 峰的结合能

相对于商业 Pt/C-JM 发生了正偏

移，说明由于 Fe 的加入，Pt 的 d

带中心发生负移。这种电子结构的改变，会导致 Pt 与 ORR 中间物种的结合强度变弱，

更接近最优值，从而使 ORR 活性提升，向活性 - 结合能“火山型”曲线顶点移动。

图 4 当 Pt 电极载量控制在 8.76 μgPt cm-2 时，PtFe(0.9)-C 的半波电位 (E1/2) 为

0.903 V。经过计算，PtFe(0.9)-C 在 0.9 V 时的质量比活性为 0.69 A mgPt
-1，面积比

活性为 7.12 A mPt
-2 分别是 Pt/C-JM (0.3 A mgPt

-1) 的 2.3 倍和 2.74 倍，说明由于

铂 d 带电子结构的改变，PtFe(0.9)-C 的本征活性得到了极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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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PtFe(0.9)-C 在 H2-O2 和 H2-空气条件下测得的质量比活性分别为

0.93 A cm-2mgPt
-1 和 0.60 A cm-2mgPt

-1，比商业 Pt/C-JM-20% 高 3.4 和 7.4 倍

(H2-O2 ：0.276 A cm-2 mgPt
-1,H2- 空气：0.081 A cm-2mgPt

-1)，说明 PtFe(0.9)-C

具有较高的本征活性，与三电极测试结果一致。与此同时，PtFe(0.9)-C 催

化剂也表现出了较高的功率密度，在 H2-O2 条件下，1.35 倍高于商业

Pt/C-JM-20%(5.92 W cm-2 mgPt
-1 vs 4.38 W cm-2 mgPt

-1)，在H2-空气条件下，

1.91 倍高于商业 Pt/C-JM-20% (4.19 W cm-2mgPt
-1 vs 2.19 W cm-2mgPt

-1)。从

以上的电池数据可知，PtFe(0.9)-C 催化剂具有较大的实际应用潜能。

 ◄【 图 4】 (a) PtFe(0.9)-C，
P t F e ( 5 ) - C，P t / C - J M 在
0.1M HClO 4 中 的 极 化 曲
线。 (b ) 不同催化剂的半波
电位，0.9V 下质量比活性，
面积比活性和电化学活性面
积的对比。(c)CO 吸附 / 脱附
实验。不同催化剂表面原子
堆积的模型 (d) 商业 Pt/C-JM，
( e )  P t F e ( 0 . 9 ) - C， ( f ) 低
P t 覆盖度的催化剂表面。
(g )  PtFe(0.9)-C 的稳定性
测试。

 ►【图 5】 (a) H2-O2， (b) H2- 空燃料电池的极化曲线和功率密度极化
曲线。阴极：PtFe(0.9)-C 的 Pt 载量为 0.02 mgPt cm-2。Pt/C-JM-20% 的
Pt 载量为 0.1 mgPt cm-2。阳极：0.1 mgPt cm-2 Pt/C-JM-20%。Nafion 212
膜，温度为 80ºC，PH2 = PO2 /Air = 200 kPa，相对湿度为 100%，H2 流速
为 300 ml min-1，O2/ 空流速为 2000 ml min-1。

作者介绍

葛君杰，理学博士，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研究兴趣为氢能与燃料电池。获科学院人才计划支持 , 主持多项国家及省部

级科研项目，如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

近年来作为通讯作者已在包括 J. Am. Chem. Soc., Nature Commun., Angew. 

Chem. Int. Ed., Science Bulletin, Energy. Environ. Sci., ACS Energy Letter 等发

表 SCI 论文 >80 篇 , 多篇被选为高被引论文。兼职《应用化学》编委，CCL

青年编委，IOAEES 青年理事等。

化学通讯

23



科研进展

邢巍，中国科学院长春应化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二级教授，先进化学
电源实验室主任，吉林省低碳化学电源重点实验室主任，吉林省化学电源
工程实验室主任。中国化学会电化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电化学
会会员、《电化学》编委。

研究兴趣为可再生资源制备氢能与燃料电池，包括质子膜交换燃料电池、

小分子催化分解制氢、闲置风电电解水制氢技术，先后主持过数十项国家

及省部级科研项目，如：“十二五”863 主题项目“先进燃料电池发电技术”

首席专家；科技部重点研发项目“MW 级固体聚合物电解质电解水制氢技

术”项目等。取得的成果以通讯作者发表在 Nature Commun., JACS, Angew. 

Chem. Int. Ed, Adv. Mater., Energy. Environ. Sci. 等。

金钊，理学博士，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先进化学电源实验室副
研究员。

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及水电解领域所涉及的电极反应

催化剂的开发，以及膜电极结构及制备工艺优化。先后主持、参与国家青

年自然基金，吉林省自然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科学院重点部署

项目等多项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作为通讯作者在 Applied Catalysis B: 

Enviromental, JMCA, 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等

杂志发表 SCI 论文 10 余篇。

刘长鹏，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燃料电池、固体聚合物电解质（SPE）电解水方向上的电催化剂、

催化电极和膜电极集合体（MEA）、电堆组装、运行、电源（及电解）装

置等研究。改进并发明了多项膜电极集合体的制备技术，并通过加强电池

各种运行条件如水、热的管理提高了电池的性能。设计、研发、组装了多

个移动式燃料电池电源系统及 SPE 电解水制氢装置，开展了验证性应用研

究。已发表相关论文 200 余篇，申请及授权专利 30 余项，获吉林省自然科

学一、二等奖 2 项。

化学通讯

24



科研进展

【研究背景】

汗液分析可用于无痛无创伤疾病

的监测，与眼泪或唾液相比，使用可

穿戴设备更容易对汗液进行采样分析。

因此，汗液可穿戴设备可用作无创医

学监测。目前已经开发了各种表皮汗

液监测装置。但是，皮肤的汗液分泌

是不规律的；如在锻炼和热刺激期间

汗液分泌是不同的。因此，为了能够

快速、持续地监测汗液，传感器必须

具有收集汗液的能力。而提高汗液收

集能力可以减少收集汗液所需的运动

或热刺激的强度和持续时间。此

外，降低汗液停留在感应区的时间可

以减少细菌的影响和生化物质的降解。

最近，一些研究人员将汗液收集

系统集成到汗液传感器中，这样方便

汗液收集和信息运输。已发表的吸汗

层包括纸和人造丝；然而，这些吸汗

层在汗液传输中没有方向性，因此不

适合持续监测传感区域中新产生的汗

液。另一种选择是微流体通道系统；

然而，该系统在通道内使新旧汗液混

合，从而导致样品污染。此类设备还

具有低的集汗效率。在这些研究中，

方向性和集汗效率都不足。

【研究工作】

在本研究中，作者展示了一种具

有定向汗液输送和高效率汗收集的集

汗贴片，该传感器能够快速并持续的

监测汗液。该贴片的收集组件由通道

组成，通道是狭窄的超亲水楔形图案，

位于分级微结构 / 纳米结构表面的超疏

水边界内，以及一个可以与汗液传感

器结合的汗液储层。楔形润湿性图案

的灵感来自仙人掌的刺；它们在贴片

的周边变窄，并在与中心感应区的交

界处逐渐变宽。由于几何结构以及超

疏水和超亲水层之间的表面能差异，

拉普拉斯压力是向心的。因此，即使

基材垂直排列，汗液也会自发地输

送，而不受重力影响。贴片几乎不会

将汗液留在通道内，从而将汗液从大

面积皮肤集中到感应区域。楔形润湿

性图案通道比传统微流体通道具有更

高的汗液收集效率，并使汗液收集速

度加倍。在一项贴身测试中，带有传

感器的贴片在佩戴者开始运动后 5 分

钟内对生化物质做出响应。通过加快

汗液的循环速度，贴片减少了汗液留

在传感区域的时间，并通过向其提供

新鲜产生的汗液，实现基于传感器的

持续传感器监测随着血液变化而发生

的汗液生化变化。

该贴片的集汗机制可分为三个阶

段【图 1c】。首先，汗液通过胶粘剂

上的穿孔抽取，然后通过位于通道底

层的入口注入楔形润湿图案通道中；

注入的汗液全方位生长，直至通道的

顶面。其次，汗滴在通道中纵向膨胀；

近 日 韩 国 浦 项 科 技 大 学

Kilwon Cho 教授团队以“Cactus-

Spine-Inspired Sweat-Collecting 

Patch for Fast and Continuous 

Monitoring of Sweat” 为 题 在

advance dmaterials 上发表文章。

受仙人掌启发的汗液监测贴片
作者：伏成玉；Email:.350074745@qq.com

文章链接：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adma.202102740?a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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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汗液的注入，汗滴与楔形润湿图案表

面之间的接触面增加。第三，如果汗滴超

过临界长度，液滴上的拉普拉斯压力变

得大于由于接触角滞后引起的阻力和粘

性力的总和；因此汗滴自发地移动到汗

液储存器。

为了制造超疏水 / 超亲水图案化表

面，将聚乙烯醇（PVA）/ 纳米二氧化硅

混合溶液喷涂到等离子体处理的 PDMS

上【图 1d】。PVA 具有许多羟基，将其

固定在二氧化硅颗粒上，从而产生 PVA-

二氧化硅分级微结构 / 纳米结构表面作

为超亲水表面。然后用十八烷基三氯硅

烷（ODTS）处理超亲水表面，ODTS 与

PVA 的羟基进行化学交联并制备疏水层；

该层使超亲水表面具有超疏水性能。在超

疏水表面应用掩膜后，再次喷涂 PVA/ 二

氧化硅纳米颗粒混合溶液以形成楔形超亲

水图案表面。制造的超疏水表面的水接触

角约 160 °，超亲水表面的约 0 °【图 1e】。

此外，二氧化硅纳米粒子与基材牢固结合；

因此，当基材被拉伸时，PVA- 二氧化硅分层结构不会与 PDMS 基材分离。超疏水 / 超亲水表面不会因 1000 次拉伸 / 释放循

环而降低其表面能。

作者开发具有新颖几何特征的贴片的灵感来

自仙人掌脊柱的 3 D 楔形结构，该结构在空气中

具有吸湿能力【图 2a】。仙人掌的脊椎呈圆锥形，

其直径呈不对称结构，从脊椎顶端向基部逐渐增

大。由于这种不对称结构，在脊柱上形成的液滴

的两个相反的表面具有不同的曲率。靠近尖端的

表面具有较大的曲率，而靠近基部的相对表面具

有相对较小的曲率。在这种情况下，作用在每个

表面上的拉普拉斯压力与表面曲率成比例变化，

因此液滴自发地向脊柱底部移动。通过模仿仙人

掌脊柱的设计并使用楔形图案和超疏水 / 超亲水表

面的润湿性差异再现了仙人掌脊柱的结构特性。

楔形图案表面上的液滴自发地移动到楔形图案的

宽端，因为在液体表面产生的拉普拉斯压力会在

超亲水区域的方向上产生力。

 ▲【图 1】集汗贴片的结构设计。a）集汗贴片示意图。b）贴在前臂上的集汗
贴片的光学照片。c）楔形润湿性图案通道中的汗液收集过程。d）具有化学结
构的超疏水 / 超亲水楔形润湿图案表面的示意图。e）超疏水和超亲水表面的光
学显微镜图像和接触角图像。

 ▲【图 3】斜坡上拉普拉斯压力驱动的自动液滴输送。a）封闭的楔形
通道中的实验液滴速度根据基板倾斜角而变化。b）倾斜 30°、90°和
150°的楔形通道的示意图和高速相机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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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测试了集汗贴片倾斜状态

的液滴运动，因为贴片随着身体移

动而倾斜。结果，楔形图案通道汗

液流速等于 70 mms-1，与倾斜角无

关【图 3a】。例如，在略微倾斜 (30º)、

极度倾斜 (90º) 甚至倒置 (150º) 的

基材上，液滴会快速移动到汗液池

【图 3b】。因此，这个通道可以收

集身体任何部位的汗液，而无需额

外的力量。

楔形通道将汗液输送到储汗区的

中心，而不会将其留在通道内；与条

纹图案通道相比，汗液的收集效率更高【图 4a】。为了定量比较通过每个通道收

集的汗液量，作者使用高速相机观察汗液库。在实验中，作者使用了一个人工发

汗系统，以 2 µLmin-1 的速度连续注入水通过与通道入口相连的冲孔。条纹图案的

通道在大约 150 秒内无法在汗液储存器中收集汗液，因为汗液在被输送到储存器

之前必须填充通道【图 2c】。相比之下，在注入汗液的同时，楔形通道将汗液逐

滴输送到储汗器；因此，使用楔形图案通道可以比使用条纹图案通道快约两倍的

速度填充储汗器【图 4b】。

为了测试身体上的汗液收集效率，作者将汗液收集贴片与汗液传感器

【图 5a】结合起来，制成三电极系统，在工作电极 (WE) 上具有乳酸或葡萄糖

氧化酶，Pt- 涂层对电极 (CE) 和 Ag/AgCl 电极作为参考电极 (RE)。在恒电位条

 ▲【图 2】受仙人掌刺启发的楔形润湿性图案通道的开发。a）仙人掌的照片
和 b）仙人掌脊柱和带有液滴的楔形润湿性图案表面的示意图。c）条纹图
案通道和楔形图案通道的示意图和高速相机图像（侧视图）。d）楔形图案
表面上的实验拉普拉斯压力和液滴速度根据楔角变化。e）楔形开放通道和
楔形封闭通道中液滴特性的比较。 f）液滴开始移动的液滴长度和体积取决
于封闭的楔形通道的高度。

 ▲【图 4】通过楔形通道提高汗液收集效率。a）楔形通道的横截面示意图和
汗液库中收集的体积的高速相机图像。b）楔形通道和条纹通道的汗液库收集
量的比较。c）三种集汗模型填充储汗器所需采样时间的比较。d）在 0、30、
60、90 和 120 秒以 2 µLmin-1cm-2 的汗液注射速率拍摄的视频中汗液收集贴片
的轮廓图像。e）汗液注入速率为 2 µLmin-1cm-2 时，汗液储存器中的湿度传感
器的阻抗变化。测量进行了 3 次（ n=3）并且每次测量的测量值都用不同的
符号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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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 (0.7 V)，乳酸传感器对人造汗液中各种乳

酸浓度（4-20×10-3 M）的响应评估显示出高度

线性的浓度依赖性（r2=0.99）【图 5b】。对葡

萄糖传感器对各种葡萄糖浓度（50-250×10-6 M）

的响应的类似评估也显示出高度线性的浓度依

赖性（r2=0.99）【图 5b】。此外，乳酸和葡萄

糖传感器的选择性测试和再现性测试证实两种

传感器都具有可靠的传感性能。为了实时监测

人体汗液传感器，作者将一个配备传感器的贴

片贴在一个健康人类受试者的皮肤上，该受试

者在 25 ºC的房间内骑固定自行车锻炼【图 5c】。

随时间测量汗液葡萄糖和乳酸浓度的时间变化。

作者使用乳酸传感器测

量检测汗液中生化物质

所需的时间【图 5d】。

受试者开始运动后，汗

液分泌延迟；因此，初

始测量电流非常低。然

而，随着汗液蓄水池开

始充满，电流立即增加；

然后在蓄水池注满后稳

定下来。乳酸传感器在

运动开始后 5 分钟内对汗液中的乳酸做出反应。这些结果表明，与传统的微流体系统相比，该贴片

可以快速收集汗液用于传感器测量。

 ▲【图 4】通过楔形通道提高汗液收集效率。a）楔形通道的横截面示意图和
汗液库中收集的体积的高速相机图像。b）楔形通道和条纹通道的汗液库收集
量的比较。c）三种集汗模型填充储汗器所需采样时间的比较。d）在 0、30、
60、90 和 120 秒以 2 µLmin-1cm-2 的汗液注射速率拍摄的视频中汗液收集贴片
的轮廓图像。e）汗液注入速率为 2 µLmin-1cm-2 时，汗液储存器中的湿度传感
器的阻抗变化。测量进行了 3 次（ n=3）并且每次测量的测量值都用不同的
符号标记。

 ▲【图 5】.a）汗液传感器和集汗贴片集成示意图。b）在 PBS 中乳酸
和葡萄糖传感器对汗液的电流 - 时间图。c）集汗贴片 / 汗液传感器在
运动时附着于前臂的照片。d）使用体内乳酸传感器连续监测汗液乳酸
浓度。e）汗液葡萄糖浓度变化过程示意图，以及葡萄糖传感器采集的
血液样本数据的比较。

【结论】

作者展示了一种集汗贴片，它可以快速有效地收集汗液，减少了汗液传感器监测时间，

还可以对汗液中的生化物质进实时的持续监测。超疏水 / 超亲水楔形润湿性图形通道使汗滴在

70 mms-1 下快速自发移动 ; 即使衬底倾斜角度从 0 °到 360 °，液滴在拉普拉斯压力下也能以大于

等于 70 mms-1 的速度移动。因此，楔形通道可以收集身体各个地方的汗液，而不需要额外的力。

此外，该通道吸汗效率高 ; 它不会在通道内留下任何汗液，使其收集汗液的速度约是传统微流体

通道的两倍。楔形通道集汗贴片可以在约 1 分钟内填满储汗器，这比之前发表的论文和在相同

条件下测试的集汗系统所需的时间要短得多。此外，通过加速传感区域汗液的循环速度，贴片

能够持续监测汗液生化物质与受试者血液中的浓度的相关性。以往报道的汗液传感器在实时监

测方面存在局限性，需要在短时间内收集足够的汗液量进行监测。汗液传感器的传感时间过长，

降低了用户使用的便利性，甚至可能造成生理污染。然而，作者提出的汗液收集贴片几乎不需

要将汗液留在通道内就可以将汗液传输到传感区域。因此，该装置适用于快速、持续的汗液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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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电池阴极氧还原

反应 (ORR) 中铂基催化

剂的稳定性是当前所面临

的一大挑战。铂基金属颗

粒自身溶解 - 沉积、迁移

团聚导致的电化学活性面

积的下降以及碳载体腐蚀

及其导致的贵金属纳米粒

子迁移会导致催化剂的严

重降解，在很大程度上阻

碍了燃料电池大规模的商

业化应用。因此，开发具

有高稳定性的铂基催化剂

并探究其稳定性机制是当

前燃料电池研究的重点。

据报道，Pt 的溶出率主

要归因于其表面状态， ▲【图 1】(a) 催化剂合成示意图 ; (b) 稳定性提升机制示意图

论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02/aenm.202101050

调控 Pt-O 偶极效应提升燃料电池铂基催化剂稳定性
翻译整理：Carol；Email:.ltyang@ciac.ac.cn

化学通讯

29

https://doi.org/10.1002/aenm.202101050


科研进展

如 Pt 的 (110) 表面以及 Pt 粒子

的棱角和边缘具有较低的配位

数，表现出较高的溶解速率；且

Pt 与 O 的相互作用也会影响 Pt

的溶解，如 Pt 与 O 之间的强局

域偶极矩会促进 Pt 的溶解。因

此，改变铂表面电子状态并改变

Pt-O 偶极子强度及相互作用是抑

制 Pt 降解从而提高催化稳定性

的可行途径。 基于此，中国科学

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王家成研究

员等通过石墨化氮掺杂的碳纳米

片锚定铂来增强金属载体相互作

用，通过降低铂表面的电子密度

削弱 Pt-O 偶极相互作用，有效

地抑制了铂的溶解，相关研究成

果 在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Suppressing Dissolution of Pt-Based 

Electrocatalysts through the Electronic Metal–Support Interaction. doi.org/10.1002/aenm.202101050) 期刊上发表。

研究表明，铂纳米颗粒均匀分散在高度石墨化的氮掺杂碳纳米片 NGC 表面。XPS 和 UPS 结果显示 NGC 的功函数较大，

费米能级较低，电子从 Pt 转移至 NGC；DFT 计算表明 NGC 的 p 带中心发生了正移，进一步地证明了 NGC 从 Pt 上得到电子，

使 Pt 处于一种缺电子的状态。这种 EMSI 不仅调节了界面 Pt 的电子结构，而且通过电子平衡的长程充电使表面 Pt 原子的

电子密度最小化，有利于削弱 Pt-O 偶极

效应。同时，氧温度程序解吸 (TPD) 结果

显示 Pt/NGC 在 β 区的脱附峰比 Pt/GC 在

β 区的脱附峰更负，进一步验证了 Pt/NGC

表面 Pt 和 O2 两者之间的偶极效应更弱，

有利于削弱 Pt-O 相互作用，抑制铂纳米颗

粒的降解。

电化学稳定性测试结果表明在进行

20000 圈加速老化测试之后，Pt/NGC 的

半波电位仅衰退 4 mV，远远优于 Pt/GC 

(19 mV) 和 Pt/C (29 mV)，Pt/NGC 的 溶

出速率最低，且 Pt 的溶出主要发生在前

5000 圈。对稳定性前后的样品进行对比，

Pt/NGC 的动力学电流和电化学面积保留

率最高，且稳定性前后催化剂的结构无明

显变化，表明 Pt/NGC 具有优异的稳定性。

 ▲【图 2】催化剂相关物理表征

 ▲【图 3】催化剂的 DOS 图以及 O2-TPD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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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催化剂电化学表征
▼【图 5】Pt 萃取过程的理论计算

为了进一步探究 Pt 稳定性的机制，对 Pt 溶

出的过程进行了理论模拟。结果表明，Pt-NGC

中 Pt 的溶解受到抑制是由于初始弛豫过程中能量

势垒的增强。如图所示，Pt 的溶出过程主要包括

清洁表面的 Pt 首先被化学吸附的氧原子激活 , 接

着被 O 吸附原子激活的 Pt 原子由于氧化电位的

刺激而偏离了晶格中的稳定位置 ( 即所谓的弛

豫 )，铂原子逐渐摆脱表面晶格的约束后，进入

过渡态，最后铂原子从表面逃逸并被完全氧化 ( 对

应于系统能量的突然增加 )，初始弛豫过程中增

强的能垒在根本上阻止了 Pt 的激活，从而抑制了

Pt 的降解。

本研究通过石墨化氮掺杂的碳纳米片锚定铂来增

强金属载体相互作用，通过降低铂表面的电子密度削

弱 Pt-O 偶极相互作用，有效地抑制了铂的溶解，为

提高 Pt 基催化剂电化学过程中的稳定性提供了一条

新思路。

* 此项目研究得到了江苏省环境工程重点实验

室（KF2018001）开放基金、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21871008, 52072389）、上海科技创新行动计

划（20dz1204400）、ASIC 和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2020KF00）的资助，J.W. 感谢上海学术研究领导

者项目（20XD1424300）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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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吉林大学李洋课题组在中

国化学会主办的 CCS chemistry 上发表

题 为“Self-Healing Hydrophilic Porous 

Photothermal Membranes for Durable and 

Highly Efficient Solar-Driven Interfacial 

Water Evaporation”的文章，首次报道

了一种自修复的亲水多孔光热 (SHPP)

膜的高效太阳能驱动的界面水蒸发。

在所有目前报道的具有自修复能力的

水蒸发器中，SHPP 膜基蒸发器表现出

最高的水蒸发速率和光热转化效率。

通过调整自修复聚合物的亲水性

和其他组分的

质 量 比， 可

以 有 效 地 控

制 SHPP 膜 的

含水量。从自

修 复 的 角 度

来看，自修复的聚合物通过重组断裂

表面之间的氢键，可以使得被破坏的

SHPP 膜部位结合，实现修复过程。由

 ▲【图一】(a) 普通界面蒸发装置；(b) 可自修复界面蒸发装置

自修复亲水多孔光热膜材料助力太阳能水蒸发技术

虽然该技术得到了发展与应用，但是光热层或水

通道使用过程中会被刮伤或腐蚀而损坏，不可避免地

降低水的蒸发效率。因此，为了满足实际应用的需求，

开发具有稳定水蒸发效率的太阳能驱动界面蒸发器至

关重要。

 ▲【图二】自修复亲水聚合物 PUx 的合成

通常，太阳能驱动的界面蒸发由三部分组成：

具有宽带光吸收和高光热转换效率的光热层；

低导热系数的可浮动支撑层；

在支撑层的外部或中间的亲水通道，以确保向
光热层部分持续供水。

01

02

03

淡水仅占地球水资源的 3%，对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持续的环境污

染，淡水资源短缺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关键问题。因此，必须开发有效的技术，从海水或污水中分离出纯

净的淡水。在所有的水处理技术中，太阳能水蒸发技术引起了广泛的研究和关注。最近，基于界面的太阳

能水蒸发技术被发展。该技术可以减少热量耗散，将更多的热量用于蒸发过程，有效地提升了蒸发效率。

翻译整理：李传福；Email:.lc007f@126.com

来源：
Self-Healing Hydrophilic Porous Photothermal Membranes for Durable and Highly Efficient Solar-Driven Interfacial Water 
Evaporation. 
DOI: 10.31635/ccschem.021.202101111      期刊：CCS 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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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SHPP 膜可以同时作为光热层和水

的运输通道，因此通过简单的组装，

将聚乙烯 (PE)泡沫塑料填充SHPP膜，

可以很容易地制造出高效的太阳能驱

动界面蒸发器。此外，SHPP 膜能够

反复精准修复损伤位置，而不损失水

的蒸发性能。该 SHPP 膜基蒸发器的

简单结构有利于其集成到传统的太阳

能蒸馏装置。

首 先， 通 过 PEG( 聚 乙

二醇 )、PTMG( 聚四氢呋喃醚

二醇 ) 和 DMDI( 二环己基甲

烷 4,4- 二异氰酸酯 ) 的聚合反

应，合成了自修复亲水聚合

物，该聚合物用 PUx 表示，

x 代表 PEG 所占摩尔比。通

过合理使用疏水 PTMG 和亲

水性 PEG，调整这两种单体

的摩尔比，可以调节 PUx 的亲

水性。随着聚乙二醇含量的增

加，PUx 的吸水量增加。这表

明 PUx 的亲水性随着 PEG 的

摩尔比的增加而增加。 

以 PU20 为代表，检测 PUx

的自修复能力。用刀将一块 PU20 薄膜 (0.6 cm×3.5 cm) 切成两半，随后将这两部分重新紧密贴合。将 PU20 薄膜置于环境条件

下 6h 后发现，分离的 PU20 薄膜粘聚在一起，恢复了结构完整性。PU20 的自修复能力归因于其丰富的可逆氢键和低的玻璃化转

变温度（-51.3ºC）。当断裂表面紧密接触时，聚合物链逐渐迁移到

孔中，氢键相互重组，导致切口修复。采用拉伸试验进一步表征

PU20 的修复能力。随着时间的增加，自修复的 PU20 膜的断裂应

力逐渐增加，在室温下 6 小时恢复到了 4.26 MPa，自修复效率达

到 98.4%。

使用 PUx、CB 和氯化钠通过溶剂蒸发和水中浸渍去模板

的方式制备 SHPP 膜。CB 由于其良好的光热转换能力而被使

用，氯化钠则作为牺牲模板。通过简单的制备，很容易获得一

块尺寸为 11 cm×11 cm 的 PU20/CB0.5/NaCl5 膜。该膜具有三维

相互连接的多孔结构，包括一个 CB 增强的 PU20 骨架和孔径分

布在 9.7 到 109.8 μm 的大孔，孔隙率为 59.8%。由于毛细管力

作用，PU20/CB0.5/NaCl5 膜允许水进行 5 cm 的垂直输送，可以

 ▲【图三】自修复性能测试实验

 ▲【图四】SHPP 膜的制备及其结构与性能表征

 ▲【图四】稳定性测试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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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水的输送通道。该膜在淡水中表现出

1.68 kg m-2h-1 的稳定水蒸发速率和 97.3% 的

光热转换效率。

实验研究了在模拟的太阳灯 (1000W m-2)

下，PU20/CB0.5/NaCl5 膜基蒸发器漂浮在湖水

和模拟海水 (3.5 wt% 氯化钠 ) 上的水蒸发速

率。在蒸发器的帮助下，湖水和海水的蒸

发速率分别达到 1.67 和 1.61 kg m-2 h-1。相

应的光热转换效率分别为 96.7% 和 94.2%。

实验还发现，该膜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在

醋酸水 (1 wt%，pH 2.8)、碳酸钠 (1 wt%、

pH 11.7) 和氯化钠 (3.5 wt%) 溶液中浸泡

10 天之后，该膜没有发生变化。此外，在

50ºC 的热水中浸泡 10 天，PU20/CB0.5/NaCl5

膜的孔隙度保持良好。

为了检验 PU20/CB0.5/NaCl5 膜基蒸发器在自然条件下的实际效果，在自然阳光照射条件下进行了实验。在阳光照射下，

膜的温度迅速升高，在 5 min 中达到 34.2 ºC，证实了该膜具有良好的光热能力。在 PU20/CB0.5/NaCl5 膜蒸发器的帮助下，湖

水和模拟海水在自然阳光下的蒸发速率分别为 1.80和 1.69 kg m-2 h-1。值得注意的是，获得的淡水中，与湖水和模拟海水相比，

钠、钾、钙、镁等离子的浓度显著降低，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淡水标准。

该工作首次设计并制备了一种具有自修复和优异光热性能的亲水多孔膜，可实现持久、高效的太阳能驱动界面水蒸发，

为太阳能驱动水蒸发技术提供了新的思路。

* 此项目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o. 21971083）和吉林省科技计划项目（No. 20190103019JH）等项

目资助。

 ▲【图五】自然光照下的实验

2007 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化学学院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2007-2012 年

在吉林大学超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开展仿生智能层层组装涂层相关研

究并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导师 : 孙俊奇教授）。2012-2013 年在韩国成均馆大学化学学院进行

智能分子与记忆器件相关的博士后研究（导师 : Hyoyoung Lee 教授）。2013-2014 年在美国康

奈尔大学 / 卫理教会医院研究所纳米药物实验室从事癌症蛋白检测相关的博士后研究（导师 : 

Lidong Qin 教授）。2015 年至今在吉林大学化学学院任副教授。研究方向是超分子自组装及

功能化，包括：1. 功能型超分子组装体的设计和制备。2. 利用超分子作用力制备响应型或修

复型高分子材料。

李洋，吉林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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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聚合物中机械力

致自由基引发单体聚合以

及课题组之前对机械力引

起的发光和球磨反应的研

究的启发，课题组提出假

设，可以无需复杂的化学

合成直接从普通聚合物中

制备出发光聚合物材料

【图 1b】。具体来说，可

以设想一个连有氮氧化物

自由基的香豆素基发光基团 1 的荧光前体分子，在球磨条件下与常见的通用聚合物生成的短寿命机械力自由基反应，从而

生成相应的发光聚合物材料【图 1b】。由于发光基团在激发态会通过光生电子或发光基团与氮氧化物自由基之间的能量转

移而猝灭，这类荧光前体分子荧光会显著降低。但是荧光前体自由基如果被聚合物自由基捕获，猝灭因素的来源就会因此

消失，从而恢复荧光发射。因此，发光强度的变化可以清楚地表明发光基团是否通过共价键成功地引入到聚合物主链中。

虽然还不清楚发光单元是在聚合物主链的末端还是链内引入，但这不会影响得到的聚合物的发光性能。本方法可以使许多

主链中不含发光单元的普通聚合物具有发光特性。该策略除了可以制备发光聚合物外，还可能可以促进新的力敏聚合物的

材料的设计以及作为一种检测固态短寿命自由基的可视化方法，而且也可以用来更好的理解力敏单元发光的机制。

前沿—Angew. Chem.：商用聚合物的简便功能化
翻译整理：九鼎；E-mail:.slclr@qq.com

前言简述：

本文报道了一种新型策略，即在机械力作用下将荧光单元直接引入通用聚合物中。在本研究

中，聚合物在球磨条件下原位形成短寿命的聚合物机械力自由基，与含氮氧自由基的荧光前体分

子进行自由基 - 自由基耦合，通过形成共价键将发光基团引入到聚合物主链中。该方法可以简单

直接的得到发光聚合物材料。并且聚合物基体的选择也很广泛，如：PS,PMMA,PE 等。这些结果

表明这一机械力自由基偶联策略可能可以实现当下商用的聚合物向功能材料的转变。

摘要速览

论文相关信息：

第一作者：  久保田浩司 ；通讯作者： 久保田浩司，陳旻究，伊藤肇 ；通讯单位： 北海道大学 ；

论文 DOI：  https://doi.org/10.1002/anie.202105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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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速读

 ▲【图 1】利用机械力自由基法偶联荧光前体
分子制备发光聚合物的新策略。

 ▲a) 机械力作用下聚合物产生的自由基具有反
应性（以前的工作）。

 ◄b) 通过机械力自由基偶联引入发光基团（本
文的工作）。

 ▲【图 2】在球磨条件下，聚苯乙烯与带有氮氧化物自由基的荧光前体分子（以下用 1 代替）通过机械力介导的自由基 - 自
由基偶联反应制备聚合物发光材料。  

 ◄a) 聚苯乙烯 (Mn =204.0 
kg·mol-1,PDI=1.25) 与 1 在
球磨条件下的反应。

 ◄b) 聚苯乙烯和 1 的混合
物在自然光条件下和 365 
nm 紫外光照射条件下的照
片（左侧是球磨前，右侧
是球磨后）。

 ◄c)（上）聚苯乙烯球磨
后的 GPC 曲线；（下）聚
苯乙烯和 1 的混合物球磨
后的 GPC 曲线。

 ◄d) 聚苯乙烯以及 2a 球
磨后在固态下的荧光光谱
(λex =365 nm)。

 ◄e) 2a 及其烷基化类似物
3 在二氯甲烷溶液中的荧
光光谱 (λex =365 nm)。

讨论与总结：

综上所述，课题组已经描述了第

一例由主链中不含发光单元的普通聚

合物通过机械力耦合反应直接制备发

光聚合物的例子。实验中使用的游离

的含氮氧自由基的荧光前体分子 1，在

紫外线照射下荧光非常弱。当其在球

磨条件下与原位形成的聚合物机械力

自由基发生自由基耦合将香豆素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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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教授于 1987 年至 1996 年在京都大学 (Kyoto University) 获得学士、硕士和

博士学位。之后在筑波大学担任助理教授 3 年。1999 年，他进入分子科学研究

所，后来在斯克里普斯研究所担任助理研究员。2002 年加入北海道大学担任副

教授，2010 年晋升为正教授。自 2018 年以来，他一直担任北海道大学化学反应设

计与发现研究所副主任。

伊藤教授是铜催化硼化反应的先驱，并在 2000 年被报道。目前已发表论文 130

余篇。他获得许多奖项和荣誉 , 包括明治精华奖在有机合成化学、日本 (2000), 激励奖

在有机合成化学、日本 (2008), 总统的北海道大学研究奖 (2011), 日本化学学会创造性

工作奖 (2014), 和富士电影奖 , 合成有机化学学会 (2017)。

光体引入聚合物后，

此时发光强度显著

提高，这种变化证

明了荧光单元的成

功引入。值得注意

的是，包括化学稳

定的聚乙烯 (PE) 在

内的各种通用聚合

物在实验室条件下

都已经成功转化为

相应的发光材料。

这些结果表明，

固态下的机械力自

由基偶联策略可能

有助于将具有不同

化学结构的商品聚合物转变为更有价值的功能材料，而不需要复杂的化学合成。此外，发光基体的荧光强度变化特性有助

于检测聚合物材料中产生的机械力自由基。因此，我们期望本研究也将启发新型机械诱导传感和记录材料的发展，以及一

种视觉和定量检测短寿命聚合物机械力自由基的新方法。课题组目前正在进行这些相关的研究。

 ▲【图 3】利用机械力自由基偶联的方法从不同类型的聚合物中制备发光聚合物。所有照片均在紫
外线 (λex =365 nm) 照射下拍摄。

课
题
组
组
长
介
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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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一：介孔碳限制策略制备亚尺
寸 Pt 基金属间化合物

如【图 1】所示，TEM 图像显示

Pt3Co 金属间化合物分布均匀在碳的

介孔中，尺寸约为 2.3 nm。X 射线吸

收精细结构 (XAFS) 测量了 Co K 边和 

Pt L3 边，用于研究介孔限制的亚尺寸 

Pt3Co 金属间化合物的局部结构。如

图所示，Co K 边白线峰的形状变化表

明晶体排列从纯钴中的 hcp( 六方密堆

积 ) 演变为 Pt3Co 中的合金化。Pt L3

边的白线峰强度的增加表明在金属间

键形成过程中，电荷从钴转移到铂。

此外，由于介孔碳的限制结构，XPS

介孔限域优化燃料电池 MEA 结构，实现高性能电池表达

质
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是一种具有大规模商业化生产前景的能源技术，它具有能量密度高，转换效率高、环

境友好等优点。其中，燃料电池的阴极氧还原反应 (ORR) 具有较高的反应过电位，需要贵金属铂的催化。

Pt价格昂贵，储量稀少，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燃料电池 (PEMFC)大规模的商业化应用。目前，在通过合金化、

形貌控制等优化方式后，这些 Pt-M 铂基合金催化剂的质量活性和比活性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是，

在酸性条件下进行长时间运行之后，第二过渡金属如钴 / 铁等的溶出会导致催化剂的快速降解，严重地

影响了催化剂的使用寿命。为了提高 Pt-M 合金系统的耐久性，人们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其中有序金属间化合物结构中的过

渡金属原子占据特定的位置，具有很高的固有稳定性。但是，有序金属间化合物结构的形成需要高温退火 (>500 ºC)，很难

实现有序金属间化合物结构的尺寸控制，且有关膜电极组件 (MEA) 的结构设计在燃料电池环境中仍然是空白。基于此，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谢毅院士和吴长征教授利用介孔碳的限域作用，制备了一系列亚尺寸金属间化合物 (Pt3Co, PtCo, 和 Pt3Ti)，

打破了有序原子转换的尺寸限制，有效解决了 Pt 基合金催化剂的循环寿命短的问题，同时通过介孔限域优化了燃料电池

MEA 结构，实现了高性能电池表达，相关研究成果在美国科学院院刊 PNAS (Subsize Pt-based intermetallic compound enables 

long-term cyclic mass activity for fuel-

cell oxygen reduction. 2021, 118 (35)，

e2104026118) 期刊上发表。

 ▲【图 1】亚尺寸 Pt 基金属间化合物的制备及结构表征

论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73/pnas.2104026118

翻译整理：Carol；Email:.ltyang@ciac.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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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在样品表面很难观察到 Pt 4f5/2 和 4f7/2 的峰值，

只有当使用 1 keV Ar 蚀刻后，才能出现 Pt 的特征峰，

这进一步验证介孔限制的金属间结构。

要点二：亚尺寸 Pt 基金属间化合物优异的电化学
性能

电化学性能表征表明亚尺寸 Pt 基金属间化合物

具有优异的电化学性能。在三电极体系下，亚尺寸

Pt3Co-MC 的半波电位为 0.95 V，远远超过了商业 Pt/C。

此外，亚尺寸 Pt3Co-MC 表现出优异的电池性能，如

【图 2】所示，在极化曲线中，燃料电池电压为 0.8 V 时，

电流密度为 313 mA/cm2 ( 商业 Pt/C 为 201 mA/cm2)。亚

尺寸 Pt3Co-MC 的最高功率密度可以达到 1.77 W/cm2，

比商用 Pt/C 高 530 mW/cm2。在 0.9 V 电池电压下，亚

尺寸 Pt3Co-MC 的质量活性 MA 为 0.92±0.02 A/mgPt，

是商用 Pt/C(0.15±0.01) 的 6 倍。该催化剂还具有优异

稳定性，在进行了 30000 圈加速老化测试之后，质量活

性仅损失了 18.5%。

要点三：亚尺寸 Pt 基金属间化合物高性能的机制
探讨

根据 DFT 计算结果，Pt3Co–Pt 的 Pt 壳的 Pt (111) 距

离为 2.16 Å，比纯 Pt 短 0.09 Å，表明 Pt 壳具有 4.4% 的

压缩应变，导致表面 Pt 位点上 5d 电子云的更强重叠。基

于 d 带理论，O-Pt 间反键态的向下移动表明 Pt 对中间体

OH* 吸附较弱，有利于提高 Pt 的内在 ORR 活性。原位

XAFS 表征显示在经历了 10,000、20,000 和 30,000 次加

速老化循环后，Pt-Pt 键始终都比纯 Pt 短约 0.05 Å，这表

明在长时间燃料电池工作条件下，Pt 壳的压缩应变可以

长期存在。 

要点四：介孔限域优化燃料电池 MEA 结构，实现高
性能电池表达

亚尺寸 Pt3Co 金属间化合物特定的介孔限制结构有利

于提高 MEA 在潮湿燃料电池环境中的耐用性。具体而

言，亚尺寸 Pt3Co金属间化合物被限制在 ~5 nm的介孔中，

可以防止 Pt 离聚物中毒并在燃料电池氧还原过程中保持

氧转移。如【图 4】所示，随着 Nafion 含量增加到 25%

和 50%，Pt3Co-MC 仅表现出 23% 和 47.7% 的表面积损失，

 ▲【图 2】亚尺寸 Pt 基金属间化合物的电化学性能

 ▲【图 3】亚尺寸 Pt 基金属间化合物高性能的机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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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商业 Pt/C 而言，其表面积下降了 44.6% 和

71.6%，表面介孔限域的亚尺寸 Pt 基金属间化合

物在实际燃料电池中具有优异的稳定性。

该工作打破了有序金属间化合物原子转化的

尺寸限域，制备了具有高稳定性的燃料电池铂

基催化剂，通过介孔限域策略优化了燃料电池

MEA 的结构，实现了高性能的电池表达，为用

于燃料电池氧还原的铂金属间化合物的合理设计

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图 4】介孔限域的亚尺寸 Pt 基金属间化合
物在在实际燃料电池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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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布朗大学孙守恒教授、香港

理工大学黄勃龙和兰州大学席聘贤合

作发展了一种具有密排六方结构结构

(hcp) 的铁磁 Co 纳米片 (NSs) 的新型催

化剂 (hcp Co NSs)，可选择性的将 CO2

电化学还原为乙醛 (CH3CHO)。此外，

合成的 hcp Co NSs 催化剂具有较强的

热稳定性，只会在 900 ºC 下转化为面

心立方 (fcc) 结构的 fcc Co NSs。

首 先， 研 究 人 员 将 CoCl2 和 肼

(N2H4) 在 160 ºC 下进行水热反应 5 小

时可获得聚集的 Co NSs。接着，将聚

集的 Co NSs 分散于甲酰胺中通过剥

离可得到 hcp Co NSs。此外，研究人

员 通 过 XRD、TEM、HAADF-STEM

研究内容

二氧化碳 (CO2) 还原反应 (CO2RR) 产生增值化学品和燃料是实现绿色可持续化学及能源非常重要的一步。电

化学CO2RR已被广泛研究作为选择性CO2RR的一种有前途的方法。目前，将CO2 选择性转化为一氧化碳 (CO)

或甲酸盐 (HCOO-) 的各种电催化剂已被设计合成和测试。然而，由于 CO2RR 反应过程中涉及多种途径，通

过碳 - 碳 (C-C) 偶联转化为特定的碳氢化合物的选择性面临巨大挑战，并且基于铜的催化剂已成为构建 C-C

结构的最普遍选择。到目前为止，最广泛报道的铜催化 CO2RR 可形成乙烯以及其他产物，但很少报道选择

性形成醛 (RCHO)。

背
景
介
绍

新型密排六方结构的钴纳米片提高 CO2 转化为
乙醛的选择性

翻译整理：attachi；Email：fengtt0418@163.com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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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通讯

41

https://pubs.acs.org/doi/10.1021/jacs.1c06877


科研进展

及 AFM 等方法对合成的 hcp Co 

NSs 的性能 ( 厚度等 ) 进行表征。

结果显示 hcp Co NSs 的平均厚

度只有 1.30 nm。

为了进一步证明合成中确实

形成了稳定的 hcp Co NSs，研究

人员表征了hcp Co NSs的电子、

磁性和化学氧化特性。结果表明：

hcp Co NSs 是纯金属状态，不

含有氧化态的 Co。而且 hcp Co 

NSs 具有更多的低配位 Co 原子，

这与其电化学活性直接相关。磁

性与块状 Co 相当。

研究人员探究了 hcp Co 

NS 的 CO 2RR 的电催化性能。

结果显示：在 0.5 M KHCO3 溶

液中从 -0.2 到 -1.0 V (vs. RHE)

的测试电位下，hcp Co NSs 电

化学还原 CO2 的主要产物为乙

醛，乙醇 / 甲醇作为次要产物。

在 -0.4 V 时，乙醛的法拉第效

率 (FE) 达到 60%( 电流密度 5.1 

mA∙cm-2，质量活性 3.4 A∙g-1)，

而只生成少量的乙醇 (FE 10%)

和甲醇 (FE 12%)。此外，相比 hcp Co NS，

fcc Co NSs 的 CO2RR 的电催化活性和选择

性要低得多。

为了进一步理解 hcp Co NSs 在催化

CO2RR 到 CH3CHO 方面的高性能，研究

人员首先对 NS 样品进行紫外光电子能谱

(UPS) 以 获 得 hcp Co NS 和 fcc Co NSs 的

价带能量 (EV)，然后进行 DFT 计算以得到

hcp Co NS 和 fcc Co NS 上的 CO2RR。结果

表明：hcp Co NSs 和 fcc Co NSs 内在电活

性差异主要是由层内电子转移能力和表面振

荡强度引起的。通过层内电子转移，CO2 在

hcp Co NS 表面上比在 fcc Co NS 表面上更

 ▲【图 2】hcp Co NSs 的表面、电子和磁特性表征

 ▲【图 1】hcp Co NSs 的表征

 ▲【图 3】hcp Co NSs 对 CO2RR 的催化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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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吸附和活化，这不仅促进了 [OC-CO]*

偶联，而且抑制了偶联中间体的完全氢化为

乙烯，最终选择性地形成 CH3CHO。

hcp Co NS 催化剂是设计高效的 CO2RR

的一个重大进步，为 CO2RR 催化剂提供了

一个新的方向。此外，这为研究 CO2RR 机

制和探索与其他 CO2RR 催化剂的催化协同

作用提供了强大的表面平台，以进一步提高

CO2 还原活性和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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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得具有足够机械强度和高

效生产的功能性纺织品，通常使用湿

加工工艺直接处理商用纺织品。然而，

加工剂和纺织品之间的结合力通常伴

随洗涤循环次数而减弱，这会导致严

重的化学浪费、功能性丧失和环境污

染。然而，贻贝等海洋生物能抵抗激

烈的海浪并且稳定地附着在水下岩石

表面。在最近的研究发现，阳离子 -π

相互作用被证明是增强贻贝粘合膜水

下粘合的关键，已被广泛探索开发仿

生水下粘合材料，并在此领域取得显

著进展。然而，在纺织品整理领域的

研究很少。特别是对于低反应性和固

有疏水性的石油基纤维，如聚对苯二

近日香港理工大学纺织与服装

学系忻浩忠教授和深圳大学王元

丰 合 作 以“Mussel-Inspired Design 

of a Self-Adhesive Agent for Durable 

Moisture Management and  Bacterial 

Inhibition on PET Fabric” 为 题 在

advanced materials 上发表文章

【研究背景】

湿度管理是用于评估功能性纺织

品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因为它在自清

洁、伤口愈合和排汗等领域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尤其是，随着全球变暖持续

增加，具有优异排汗效率的纺织品被

认为可以提高舒适性和阻止高温引发

的疾病。为了实现汗液的快速定向输

送，人们在具有不对称润湿性的 Janus

结构或通过多层静电纺丝结构、异形

微孔隙结构、图案化通道等方法付出

了巨大的努力。虽然这些设计已经实

现了快速和单向的水传输，但需要一

种真正可穿戴的可控湿度纺织品时，

仍然有一些挑战。一方面，足够的机

械强度；可用于运动拉伸和家庭洗涤。

另一方面，需要大规模生产；以满足

大众市场对服装面料的需求。然而，

新兴的可控湿度纺织品通常具有精致

结构，这限制其大规模制造，并且难

以与传统机织或针织面料的强度和生

产效率媲美。此外，在炎热夏季或潮

湿地区，很少有人关注汗液诱导的细

菌生长。衣物等纺织品滋生细菌会导

致难闻的气味，并可能导致皮肤或呼

吸系统疾病。因此，为了保护人类健康，

迫切需要一种真正可穿戴、具有长期

耐用性的控湿抑菌纺织品。

【课题提出】

受贻贝启迪的一种自粘剂赋予 PET 织物
湿度管理和抗菌性能

翻译整理：伏成玉；Email:.350074745@qq.com

文章链接：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adma.202100140
DOI: 10.1002/adma.20210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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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酸乙二醇酯（PET）织物，通过湿加工进行亲水

改性总是存在稳定性差的问题。幸运的是，PET 纤

维中丰富的芳香基团使它们很容易形成阳离子 -π

相互作用，这为设计耐用且稳定的亲水剂提供了解

决方案。

【实验设计】

在这项研究中，作者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受贻贝

启发的阳离子 -π 亲水剂（CPHA）的分子设计，用

于 PET 织物的湿加工【图 1a-e】。聚合物 CPHA

中丰富的芳香族和阳离子，可以与 PET 纤维形成强

阳离子 -π 相互作用，从而分别产生强粘附力和结

合力。同时，阳离子可以作为突破 PET 纤维表面

水合离子层的先锋，使 CPHA 在 PET 表面轻松自

粘，而无需添加任何助剂。由于许多其他固体，包

括金属、玻璃或木材，在水性环境下具有带负电荷

的表面，这种自粘设计可以扩展到其他功能材料涂

层。由于上述优点，使用简便的喷涂和固化工艺制

备了一面用 CPHA 处理的 Janus PET 织物。从而实

 ▲【图 1】材料制备及设计想法的示意图

 ▲【 图 3】a） 纯 PET 和 CPHA PET 的 WCA 变 化。b，c）PET 和
CPHA PET 的 MMT 结果。d）AATCC 测试方法 61 加速洗涤程
序。e，f）不同洗涤周期下水接触角和液滴润湿次数的变化。g-i）
CPHA PET 织物经 10、20、30 次洗涤后的 SEM 图像。

现高效的单向汗液输送，加速汗液蒸发，保持

内皮侧干爽清洁。此外，由于其阳离子性质，

Janus PET-CPHA 织物可能显示出独特的抗

菌特性，因此可以抑制汗液诱导的细菌生长，

而不会干扰皮肤微生物群的内侧生态平衡。这

项工作解决了对水分控制纺织品的长期耐磨

性和简易制造的关注，同时提供了对人类卫生

和健康保护的新方案。

使用简单且传统的浸渍固化方法来制造

亲水性聚酯纺织品。在浸渍过程中，由于

CPHA 中的阳离子可以突破水化层与 PET 纤

维形成阳离子 -π 相互作用，因此更容易被纤

维表面吸收，因此无需添加剂来提高涂层效

率，如【图 1c-e】所示。均匀浸轧后，在

170 ºC 下烘烤，使 PET 和 CPHA 之间发生

共熔和共结晶，使粘合力更强。以这种方式处

理的织物比纯 PET 织物更容易被水润湿而不

牺牲其外观和柔软度【图 1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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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表征】

以对苯二甲酸二甲酯（DMT）、乙二醇（EG）和二（2- 羟乙基）

二甲基氯化铵（BDAC）为单体，聚乙二醇（PEG）为共聚段，通过

酯交换和缩聚两步反应合成新型 CPHA，如图 2a 所示。与用于 PET

织物的传统亲水剂相比，其中包括 PEG 块以改善亲水性，以及 PET

块与 PET 织物共熔共结晶，新型 CPHA 由于其阳离子基团与 PET 织

物的阳离子 π 相互作用而进一步增强亲水性和粘合力，如【图 2b】。

CPHA 改性 PET 织物表现出超亲水性；在水接触角测试期间，水

滴在 1 秒内消失【图 3 a】，而水滴可以在纯 PET 织物上停留大于 10

分钟，保持其球形。使用水分管理测试仪（MMT）评估 PET 织物样

 ▲【图 2】a）CPHA 的合成方法。b）PET 织物上的
传统亲水剂。c，d）红外和 XPS。e，f）新的 PET 和
CPHA 改性后的 PET 的 SEM 图。

 ▲【图 4】a）用于制备 Janus CPHA PET 纤维的制造工艺。b）将油
墨水滴到 PET 织物样品未改性一面和 CPHA 处理一面的俯视图图像。
c）将油墨水滴到 PET 织物未改性面和改性面的侧视图图像。d，e）
将水滴在未改性和 CPHA 改性的 PET 表面得到的 MMT 结果（从上
到下滴）。f）不同 CPHA 浓度的 Janus PET 织物在单面喷涂过程中
的突破压力。

品的透湿性。图 3 b、c 显示了 120 秒内不同样品

两侧含水量的变化（插图中的蓝色和黑色图案分

别代表高含水量和低含  水量）。当水滴到未经处

理的 PET 织物的顶面时，水含量在 25 秒内从

0 % 急剧增加到约 1800 %，而底面的水含量增

加非常缓慢。然而，当水滴到 CPHA-PET 的顶

面时，两侧的含水量同时增加，底面的水比顶面

多，表明水可以有效地渗透到 CPHA-PET 织物

由于重力和毛细作用。最重要的是，经过多次

剧烈和反复洗涤后， PET 织物的亲水性仍能很

好地保持。CPHA 的超亲水性和耐洗牢度高度

依赖于 BDAC 和 PEG 类型的用量，它们分别

决定了阳离子 -π 效应和共熔 / 共结晶效率。新

型 CPHA 具有易于涂层和增强牢度的优点，可用

于制造单向汗液输送的 Janus PET 织物。通过将

CPHA 溶液简单地喷洒在 PET 织物的一侧，然后

进行固化，即可制备出具有优异单向输水性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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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s CPHA 织物【图 4a】。【图 4b】

显示，当体积为 10µL 的水滴添加到

PET 织物的未处理面时，它最初保持

接近半球形。之后，水滴沿着 PET 织

物的超亲水 CPHA 侧渗透并扩散，在

顶部留下一个小墨点。相比之下，添

加到 CPHA-PET 一侧的水滴可以沿表

面迅速扩散，而背面保持干爽。驱动

力来自疏水侧到超亲水侧之间的表面

能梯度，该梯度足以进行水的反重力

传输。【图 4c】显示，当墨滴自下而

上接触疏水性 PET 面时，它最初在底

面形成悬浮水滴，然后穿透织物扩散

到顶面。相比之下，水从超亲水侧传

输到疏水侧没有发生。【图 4d、e】所

示的含水量变化表明，无论水落在哪

一边，积聚和扩散都只发生在 CPHA

一侧。因此，CPHA 面可以作为织物

的外表面，让 PET 面与我们的皮肤接

触，使内层皮肤干爽舒适，汗水不断

向外输送并迅速蒸发。另一方面，可

以有效阻隔不希望有的水从外向内渗

透（例如雨水），让我们的身体保持

干爽和清洁，如【图 4f】，这表明从

CPHA 到 PET 侧的突破压力远高于相

反方向的突破压力。类二极管单向输

水非常适合开发运动服的排汗服装【图

5a】。如【图 5b】所示，Janus PET 面

料的降温效果比纯棉和纯 PET 面料更

明显。这可以归因于水从内到外的连

续输送，加速了水的蒸发。相比之下，

疏水性 PET 织物会在皮肤侧截水，而

亲水性棉织物可以从皮肤吸收水分，

但无法去除皮肤表面的滞留水，既会

导致潮湿感，也会粘在皮肤和衣服之

间（ 如【 图 所 示 5c】）。Janus PET

织物的冷却效果也得到了热电偶测量

结果的支持。因此，此工作所制备的

Janus PET 织物可以在运动期间提供干

爽和凉快感觉，而传统的衣物主要由

棉或纯 PET 制成。

单面经 CPHA 处理的 Janus PET 织

物还有另一个优点。首先，CPHA 中的

季铵基团能够通过与带负电的细菌细

胞膜的静电相互作用表现出抗菌活性，

这会导致电平衡和细胞裂解的干扰。

其次，CPHA 在外侧进行单面处理，

可以有效抑制细菌入侵，同时不干扰

健康人体皮肤微生物群落的生态平衡，

如【图 5d】所示 。【图 5e , f】表明 

CPHA-PET 织物样品在浸泡在模拟汗

液中并置于潮湿空气环境中 20 天后，

 ▲【图 5】a）Janus PET 面料在运动服排汗服中的潜在应用 b）放置在湿皮肤上
的 Janus PET、PET 和棉织物的红外相机图像。c）Janus PET 织物与 PET 和棉织
物相比的快干性能的光学照片和示意图。d）Janus CPHA PET 织物抑制外部细菌
生长和入侵的健康保护机制示意图。e，f）在模拟汗液中浸泡并在潮湿空气中保
存 20天后，对CPHA PET（e）和纯 PET（f）织物样品上的细菌生长的光学观察。g，
h）从 CPHA PET（g）和纯 PET（h）获得的对应的 SEM 图像用于比较细菌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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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未处理的 PET 织物相比，表现出显着

的微生物生长抑制作用。【图 5g、h 】中

显示的 SEM 图像 表明，与未处理的 PET 

织物相比，在 CPHA-PET 织物上看到的

微生物数量极少，后者表现出微生物的密

集分布（用黄色圆圈标记）。还进行的

标准方法根据 AATCC 147-2004 确认针对

CPHA-PET 的抗菌特性大肠杆菌和金黄色

葡萄球菌，分别如【图 6 a 和 b】孵育 24 

小时后，可以清楚地观察到两种细菌在 

CPHA-PET 下方的细菌生长中断，而 PET 

织物下方仍有细菌生长。此外，在 CPHA-

PET 织物周围没有观察到抑制区，表明阻

止了游离 CPHA 从织物表面释放。一种

广泛使用的防腐剂甲基异噻唑啉酮 (MIT) 

用于处理 PET 织物以形成对照样品 MIT-

PET，通过这种模式可以观察到织物边界

周围扩展的细菌抑制区的不同模式。表明

CPHA 与 PET 面料结合力强，可高度保证

耐用性和使用安全性。仅在面料的外侧添

加 CPHA，可以将汗液向外拖拽，同时有

效抑制汗液中细菌的入侵和生长。

【小结】

 ▲【图 6】a，b）根据AATCC1472004平行条纹标准方法，比较 PET（左柱）、
CPHA PET（中柱）、MITPET（右柱）织物对大肠杆菌（a）和金黄色葡
萄球菌（b）的抑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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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成功开发了一种受贻贝启发的亲水剂（CPHA），由于形成分子间阳离子 -π 相互作用，该剂在用于处理 PET 织物

时具有很强的附着力和结合力。这为 PET 织物带来了持久的超亲水性，其洗涤牢度大大提高（30 倍），远远高于商业上使

用的亲水剂。由于新型CPHA 的简便且附着力强，可以通过简单的喷涂和固化方法制造单面经CPHA处理的 Janus PET织物。

Janus CPHA-PET 面料可以有效地将汗水从皮肤一侧向外输送，阻止逆向渗透，保持皮肤干爽清洁。而且，这种 Janus 面料

有望在不干扰皮肤微生物群落的生态健康平衡的情况下表现出优异的抑制细菌入侵和生长的能力，对人体健康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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