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学通讯化学通讯



化学通讯

※《材料洞察》前言导语

	...... 来源：广东粤港澳大湾区黄埔材料研究院	 19
※ 你真的了解你喝的牛奶吗？—水牛奶凭什么这么火

	................................................. 作者：高好好	 26
※ 电子特气—半导体制造的“粮食”和“血液”

	.................................................作者：attachi	 29

※ 氮空位诱导单原子催化剂协同重构促进电化学 CO2 还
原，助力“碳中和”	

	..........................................翻译整理：attachi	 31
※ 零碳排放！光驱动甲醇高效制氢

	.......................................... 翻译整理：高好好	 35

2021 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院士（化学部）简介
	....................................................................... 	 01

93 位会员新晋级为高级会员
	....................................................................... 	 12

※	2020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荧光探针性能调控
与生物成像应用基础研究”介绍

	................................................. 作者：张晓兵	 16
※	2020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碳链与
金属的螯合化学”介绍

	................................................. 作者：夏海平	 17

新闻资讯

国家科技奖励 - 化学类获奖项目介绍

科普专栏

科研进展

目
次

 ▲P43

2021 年第 12 期目次

注：※ 原创稿件

化学通讯

02



化学通讯

※Angew.	Chem.：新型柔性激活力敏单元的开发

	..............................................翻译整理：九鼎	 37
※NIR －Ⅱ荧光分子助力单线态氧“余辉”治疗

	..............................................翻译整理：张荣	 42

※ 吴鸿翔		.................................................................... 47
※ 高南星		.................................................................... 48
※ 楚宇逸		.................................................................... 49

 ▲P36 ▲P16

 ▲P18  ▲P31

 ▲P39

学生编辑风采

主 办 单 位：中国化学会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刊 期：每月 20 日
主 编：杨小牛（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副 主 编：刘正平（北京师范大学）
编辑部主任：王重洋								副	总	编	辑：孙智权
编 辑：吴鸿翔
新媒体运营：楚宇逸、高南星

联 系 电 话：0431-85262016
电 子 邮 箱：hxtx@ciac.ac.cn
投 稿 网 址：https://www.scicloudcenter.com/CN/
期 刊 网 址：https://www.chemsoc.org.cn/library/newsletters/
中国化学会秘书处
地 址：北京市中关村北一街 2号
联 系 人：王亚茹
联 系 电 话：010-82449177

化学通讯

03



新闻资讯

202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院士（化学部）简介

11月 18日，中国科学院发布了 2021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当选院士名单，
化学部增选了 11名中国科学院院士。

卜显和 院士

南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 化学学院，教授。

学习 / 工作经历
1982.09-1986.07  南开大学化学系，本科生；
1986.09-1992.12  南开大学化学系，硕士、博士生（导师：陈荣悌院士）；
1990.10-1992.05  日本广岛大学医学部药学科，联合培养博士生；
1992.10-1995.11  南开大学化学系，讲师，副教授；
1995.12-至今  南开大学，教授；
1998.06-1999.10  日本分子研究所 /东京大学，访问教授；
2004.01-2004.06  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系，裘槎（Crocher）访问教授；
2004.10-2013.12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化学系，主任；
2004.01-至今  天津市金属与分子基材料化学重点实验室，主任；
2015.07-至今  南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首任院长

研究领域和兴趣
无机化学 -功能配合物化学

主要业绩
卜显和教授长期从事科学研究和教书育人工作。1997年入选教育部跨世纪人才，2002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04 年
获聘“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4 年入选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FRSC），2017年评为首批天津市杰出人才。担任中
国化学会晶体化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晶体学会小分子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化学快报》《高等学校化学学报》
副主编；《中国科学：化学》、《中国化学》、《化学学报》、《无机化学学报》、《结构化学》及《应用化学》编委；
Dalton Trans、Aggregate等期刊顾问编委。任国家基金委创新群体和教育部创新团队负责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
点项目等。化学加，加你更精彩。卜显和长期从事配位化学研究，在配位聚合物精准合成、结构性能调控、功能体系构
建等方面取得系统的原创性成果。建立以配体设计为引导的配位聚合物构筑方法，提出多层次调控策略，揭示结构性能
规律，实现从结构控制到功能导向系列新体系的构建。以通讯作者在 J. Am. Chem. Soc., Angew. Chem., Adv. Mater., CCS 
Chem等期刊发表论文 400余篇，他引 20000余次，H因子 87；成果被编入《Comprehensive Coordination Chemistry II》
等十余部专著与教材。主编《配位聚合物化学》 (240万字，科学出版社 ) 等专著，副主编《配位化学》教材，参与撰写
其他专著与教材 5部。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014）、天津市自然科学特等奖（2018）及一等奖 2项（2011、
2002）。培养研究生百余名，其中 2人获国家杰青，2人入选国家万人计划，20余人成长为教授。连续入选爱思唯尔中
国高被引学者榜单，担任一至七届亚洲配位化学大会（ACCC）国际顾委，在国际配位化学大会（ICCC）等做特邀报告。
作为大会组委会主席承办 2012年全国物理无机化学会议、2016年第十四届固体化学与无机合成会议（获中国化学会优
秀学术交流组织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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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力峰 院士

苏州大学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教授。

迟力峰，女，汉族，1957年 10月生于吉林长春。1982年在吉林大学物理系获学士学位；1985年于吉

林大学化学系获硕士学位；1985-1989年在德国哥廷根马普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学习并于 1989年获博

士学位；1990年 -1993年先后在德国美因茨大学和巴斯夫公司从事博士后研究。随后进入德国明斯特

大学工作，2004年起被聘为德国明斯特大学教授。1999年获海外青年学者合作研究基金。在 2003到

2011年间为吉林大学双聘教授，2011年入选中组部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2012年起加入苏州大学

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聘为特聘教授。现任《高等学校化学学报》副主编，担任 ACS Nano, Chem. 

Commun., Small, Acc. Mater. Res.等学术期刊的编委或顾问编委。2016年获美国 ACS Nano Lectureship 

奖，2017年获 IUPAC 化学化工杰出女性奖，2020年当选为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和中国化学会首届会士。

202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长期在物理化学领域从事表界面分子组装及反应的研究。提出表面晶格调控的分子组装反应方法，从

单键层次获得了表面对分子选择性活化的新认知。利用表面结构效应和分子定向组装，实现了正构烷

烃的选择性脱氢、聚合及烯烃化；揭示了单晶表面对分子选择性活化与偶联的作用机理；建立了介

观尺度分子长程有序组装方法。她的研究对表面物理化学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取得了系统性创新成

果。累计发表 SCI论文 450多篇，其中第一或通讯作者论文包括 Nature，Science，J. Am. Chem. Soc.，

Angew. Chem. Int. Ed.，Acc. Chem. Res.，Adv. Mater.等，SCI他引 13000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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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喻 院士 

陕西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

学术成就和学术贡献简述
房喻教授长期从事薄膜基荧光传感和分子凝胶研究工作。先后主持科技部 863重点、基金委重大科学仪器专项、重点
国际合作、国防 973 课题、教育部财政部科技成果转化专项等项目 30 余项，在 JACS、Angew. Chem. Int. Ed.、Adv. 
Mater.、Nat. Commun.、Chem. Soc.Rev.等刊物发表研究论文 240 余篇，获授权发明专利 40 项。作为主持人先后获陕西
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1 项，获郎迪森中国软物质研究杰出贡献奖、陕西化学杰出贡献奖。培养的学生 1 人
获全国百篇优博论文奖，5 人获陕西省优博论文奖，1 人入选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1 人入选国家博新计划，2 人获全国
胶体与界面化学研究生一等奖，3 人获全国胶体与界面化学研究生二等奖。化学加，加你更精彩！在科学研究中，坚持
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创新，再到产业应用的全链条研究，并做出了突出贡献。主持研制的隐藏爆炸物、毒品、BTEX（苯、
甲苯、乙基苯、二甲苯）荧光传感器和探测设备实现了工业生产和规模销售，产生了重要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主持
研制的软模板基轻质高强聚苯乙烯材料（STPS）完成了技术转移，正在组织工业放大。

化学公益贡献简述
房喻教授为我国化学学科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出任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国家高中化学课程标准和义务教育两个化学课程标准修订组组长，也曾担任教育部高等学校
化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和国家基础教育专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为我国化学教育事业，特别是基础教育段化学教育
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切切实实的贡献；

2. 房喻教授是国家级物理化学教学团队负责人、国家级物理化学精品课程主持人，推动实施了西部地区物理化学教学团队
与复旦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水平大学物理化学教学团队的交流合作，承担了多项物理化学教学改革课题，推动了我国区
域物理化学人才的培养，获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3. 房喻教授带动或直接推动了陕西师范大学化学学科和材料学科的发展，经过多年努力，化学学科进入 ESI排名前 0.4%，
材料学科进入ESI排名前 0.5%，化学学科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进入B+学科行列。房喻教授曾获国家级教学名师称号。

房喻教授积极参加中国化学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为中国化学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主要表现如下：
1. 积极参加并承办中国化学会及其下属专业委员会组织的各项学术交流活动；
2. 曾任陕西省化学会理事长 10 年，现任陕西省化学会名誉理事长，积极参加并组织隶属陕西省化学会的各项区域性学术活
动，助力中国化学会发展，获陕西省化学杰出贡献奖；

3. 连任中国化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化学会应用化学学科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化学会胶体与界面化学专业委员会、影像科学
与光化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化学会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有机固体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任中国化学会《物
理化学学报》和《应用化学》杂志编委。

专业领域
物理化学

学习 / 工作经历
1978.02-1982.01 陕西师范大学化学系，化学教育专业，本科 /学士；
1982.02-1984.08 陕西师范大学化学系，助教，物理化学；
1984.09-1987.06 陕西师范大学化学系，无机化学专业在职硕士研究生，师从孙作民教授，由华中师
  范大学获得理学硕士学位，期间晋升讲师；
1987.07-1993.06 陕西师范大学化学系，讲师、副教授（破格），物理化学；
1987.07-1995.02 英国 Birmingham 大学化学系，Research Assistant，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工程实验室，
  生物大分子；
1995.03-1998.02 英国 Lancaster 大学高分子科学中心，高分子科学，PhD Student，师从 Ian Soutar 教
  授，期间获海外杰出研究生奖学金（ORS Award）；
2018 年 3 月 获授哲学博士学位；
1998.02-1998.07 英国 Lancaster 大学，Research Fellow，高分子中心短期工作；
1998.08-  陕西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期间曾经担任化学系主任、化学与材料科学学
  院院长、副校长、校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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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买利 院士

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

学习 / 工作经历
1982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化学系，获学士学位；
1996年毕业于伦敦大学 Birkbeck学院化学系，获博士学位；
1998年至今  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研究员；
2003年至 2015年 任波谱与原子分子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2007年至 2018年 任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所长；
2012年至今  任中国物理学会波谱学专业委员会主任；
2018年至今  任国家大型科学仪器中心武汉磁共振中心主任。

研究领域和兴趣
分析化学，核磁共振波谱分析

主要业绩
刘买利主要从事生物核磁共振（NMR）技术、方法和应用研究，取得的主要创造性成果如下：
1.  创建了抑制效率 >106的水峰抑制方法W5，为生物 NMR研究提供了“最好的单一技术”和“标准方法”；建立了“回
收效率接近 100%”的水峰下信号获取方法 RECUR，多维非均匀快速采样数据的谱图重建技术 GFFT，噪声及伪峰的抑
制技术 NASR，灵敏度增强的 13C-NMR定量分析技术 Q-DEPT+、Q-POMMIE等。拓展了在分子水平上开展生物 NMR

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2. 提出了“分离谱峰，不分离样品”的策略，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重叠 NMR谱系综分离方法：建立了无需化学分离就能分
别获得小、大分子的一维和多维 NMR谱的扩散 -弛豫加权法 DIRE；建立了最高量子滤波的多维谱方法MAXY，实现了
不同官能团的 1H和 13C-NMR谱的选择性检测。化学加，加你更精彩！在 DIRE和MAXY基础上，建立了多种高效测定
结构和动态参数的方法，使灵敏度提高了 4倍、梯度场效率提高 10倍，为解决“大分子扩散系数测定的难题”提供了新
思路和新途径。为复杂生物样品的 NMR直接分析、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3. 针对性地建立了分析弱相互作用、共结合和竞争结合的模型和 NMR测定方法；建立了表征药物亲和力强弱的指标 C50

和基体个体差异影响相互作用的参数；率先在国内组织开展活细胞内生物分子结构和相互做用的 NMR方法和应用研
究，阐明了细胞中 NMR谱线增宽的机制，证实细胞中钙调蛋白激活的分子机制等，推动了活细胞 NMR研究的发展。

4. 积极倡导并践行谱仪技术研究和技术服务，研制新仪器并开拓应用范围，为学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化学加，加你更
精彩！研制出了把电子能量转移到原子核以提高灵敏度的脉冲式动态核极化 -核磁共振分子成像装置，其中 1H增强达到
170倍；在 300-500 MHz NMR谱仪研制及产业化中发挥了作用，实现了“国产高场 NMR谱仪从无到有的突破”，该仪
器已在国内销售 70余台套；参与研制成功了激光抽运超极化 129Xe用于肺部磁共振成像仪器系统，其信号增强倍数达到
5万，获得了常规技术难以得到的与肺部疾病、气血交换等有关的结构和功能信息。

5. 曾任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蛋白质研究”专项专家组成员和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部咨询委
员会委员，国家创新研究群体负责人。现任中国化学会理事，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蛋白质机器与生命过程调控”重点专
项总体专家组成员，中国物理学会波谱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发表 SCI论文 256篇，获授权发明专利 56件。成果曾获湖北
省自然科学一等奖、技术发明一等奖、科技进步二等奖等。

化学通讯

04



新闻资讯

马光辉 院士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研究员。

马光辉，现任生化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杰出青年获得者（2001年），基金委创新群体首席，

中国颗粒学会理事，中国化工学会生物化工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生物工程学会理事，国际期

刊 Eng Life Sci副主编、Particuology领域编辑、J Microencapsulation、IEC Res等期刊编委。

马光辉长期研究均一生物微球和微囊的制备及其在生化工程和医学工程中的应用，研究和开发用于

生化分离、药物载体、免疫佐剂（疫苗递送系统）、细胞培养微载体等创新产品。在 Nat. Mater., Nat. 

Nanotechnol., Sci. Transl. Med., Nat. Biomed. Eng., Sci. Adv., Nat. Commun., Chem. Eng. Sci., JACS, Adv. 

Mater.等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 SCI论文 400余篇，他引超过 13000次，论文先后获得 Elsevier

出版集团 “Highest Cited Original Research 2006 Awards”，“Top 50 Highly Cited Articles by Chinese 

Mainland Authors (2006-2010)”，“Top Cited Paper for 2010 and 2011”奖励。出版中英文专著 12部，

撰写学术书章节 22篇，其中包括美国著名的化学工程师手册《Perry's Chemical Engineer's Handbook》（中

国学者首次参加撰写）。中国发明专利授权 88项，国际专利授权 12项，专利技术和产品在国内外 500

多家单位得到应用。

马光辉曾获多项奖励和荣誉称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009年），北京市科学技术一等奖（2005年）、

中国化工学会科学技术奖基础研究成果奖一等奖（2020年），中国颗粒学会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20年），

中国科协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2016年），中国化工学会侯德榜化工科技创新奖（2014年）。

化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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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工作经历

1981年 9月 -1991年 7月  吉林大学化学系，本科、硕士、博士；

1991年 7月 -1993年 9月  吉林大学电子科学系，博士后；

1993年 11月 -1998年 9月 吉林大学副教授；

1995年 7月 -1996年 7月，1998年 1月 -1998年 7月 香港大学，访问学者；

1998年 9月 -今   吉林大学，教授；

1999年 6月 -2000年 5月  英国剑桥大学，访问教授；

2012年 9月 -今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1963年生，1991年获吉林大学博士学位，2001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06年受聘教育部“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2013年入选“国家百千万工程”。2001年、2008年分获教育部优秀科技成果一等奖，2009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第一完成人）。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特长光电材料物理化学、激发态

光谱学和合成化学。

从事有机聚合物光电功能材料研究，重要学术贡献包括：

1. 提出并论述了利用磷光材料提高电致发光器件效率的原理，"开拓了一类大幅度增加器件效率的材

料体系 "；

2. 发现了被命名为 X-聚集的发光效率最高的分子排布方式，"交叉的分子堆积实现了有机分子的高效

率蓝光发射 "；

3. 发明有机发光薄膜的电聚合方法，"这个技术可能发展成用于有机全彩色显示的 RGB图案化的新技

术，在工艺的简单性和成本方面要优于目前的技术。作为负责人负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有

机聚合物光电信息材料的基础研究）、国家基金委重点项目（有机聚合物电致发光材料的三重态激

子问题及高效率器件研究）以及 973项目子课题及其他国家级科研项目 10余项。发表 SCI收录论文

300余篇，论文被 SCI他引 4500余次。 

马於光 院士

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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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 工作经历
1979.09-1983.07  复旦大学化学系，本科学生
1983.08-1986.08  北京有色金属总院，职工
1986.09-1989.07  中科院化学所，硕士研究生
1989.07-1992.03  中科院化学式，博士研究生
1992.04-2009.05  中科院化学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
2009.05-现在  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

研究领域和兴趣
1. 全新功能化大环分子杂杯芳烃 (heteracalixaromatics)、冠芳烃 (corona[n]arenes) 和锯齿型环带 (芳 )烃
分子 (beltarenes) 的设计与合成、结构与反应、识别与组装

2. 阴离子 -pi非共价相互作用
3. 高价有机铜化学
4. 基于叔烯酰胺合成子的有机杂环合成反应方法
5. 对映选择性生物催化及在有机合成中的应用

主要业绩
建立与发展了杂杯芳烃、冠芳烃的大环与超分子化学，在阴离子 -pi非共价作用、高价有机铜化学、化
学催化和生物催化不对称合成反应方面获得成绩，最近在锯齿形环带（芳）烃的合成、结构与性能方
面获得研究进展。

荣誉与奖励
2006 礼来公司“礼来科研成就奖”（Eli Lilly & Company, Scientific Excellence Award）
2005 中国化学会有机化学委员会“第三届中国化学会有机合成专业委员会有机合成创造奖金奖”
2004 国家人事部“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员”
1999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8 香港求是科学基金会“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
1998 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茅以升北京青年科技奖”
199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杰出青年基金”

王梅祥 院士

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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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就和学术贡献简述
富勒烯作为一类重要的碳团簇自从 1985年被发现后，曾经历一波又一波的研究热潮，取得了许多突破，富勒烯的发现者们
也因此获得了 1996年诺贝尔化学奖，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重要的科学难题相继出现，例如富勒烯的形成和应用的问题，
世界上许多研究小组因这些难题而纷纷退出了富勒烯的研究，加上九十年代初出现的碳纳米管（2004年后又出现了石墨烯），
使富勒烯的研究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降温。化学加，加你更精彩！而谢素原在这一时期进入到富勒烯领域，面对遗留在富
勒烯科学中的重要难题，他能持之以恒地研究了 20多年，解决了新型富勒烯稳定化的重要难题，实现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
的富勒烯（氯化物或氢化物）的合成。 谢素原教授围绕具有相邻五元环的新型富勒烯合成的整体成果进入国际领先行列，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次（分别为第一和第三完成人）。迄今发表的 170多篇论文中，有 8篇发表在 Science及
其子刊（2）和 Nature子刊（6）。同时，他还延伸了富勒烯宏量合成与分离的研究成果和技术基础，实现了富勒烯工业化
生产。为推动富勒烯的研究作出了积极贡献。

化学公益贡献简述
虽然富勒烯的可能结构很多，但迄今被合成的不足万分之一。谢素原总结了稳定新型富勒烯的基本原理，确立了合成违背“独
立五元环规则”的新型富勒烯的方法─笼外衍生法，获得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新型富勒烯的氯化或氢化物，系列工作例
证了新型富勒烯合成（稳定化）的瓶颈得以突破，催生了围绕笼外衍生合成富勒烯的新研究方向，该方向被 J. Mater. Chem.
的总主编Martín教授在 Chem Commun（49，1039）的视角文章中评价为 nowadays a hot topic in fullerenes science Martín教
授在 Chem Commun（2013，49，1039）的视角文章中评价为 nowadays a hot topic in fullerenes science “当今富勒烯科学的
一个热点”。 例如，关于小富勒烯 C50的研究成果在 Science期刊发表后，两位因发现 C60而获得诺贝尔奖的斯莫利和克
罗托教授分别评价道“这是一项重大的突破”、“它是一项具有重要影响的漂亮结果”。化学加，加你更精彩！他长期从
事《无机化学》教学工作；担任中国化学会旗下的《无机化学学报》期刊编委；担任过第 473次香山科学会议“结构与功
能：团簇化学发展的挑战与机遇”（2013）会议主席；以中国化学会会员的身份参加第 246次 ACS meeting （2013）、环
太平洋化学大会（Pacifichem 2015）、华人无机会议（2015）、全国物理无机会议（2016）等大会并作大会报告。在《科技
纵览》撰写“团簇：认识微观物质世界的一个重要桥梁”和“碳团簇的新成员：首次精准合成的碳锥分子”的科普文章。
基于谢素原教授多年的科研工作，撰写了《Morden Inorganic Synthesitic Chemistry》的富勒烯合成化学专章；编著了《富勒烯：
从基础到应用》一书，全面介绍富勒烯的的发现、结构、合成、分离、形成机理、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及高分子化学等相
关基础知识，对富勒烯的产业化开发和应用作了回顾与展望。在研究中他能勤奋谦虚，治学严谨，注重研究质量和系统性；
追求真理，持之以恒，不急功近利；为人坦诚，作风正派，富有奉献精神。为此，他先后获得中国化学会青年化学奖和阿
克苏诺贝尔化学奖。

谢素原 院士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专业领域
无机化学

研究兴趣
特殊结构富勒烯的合成、性质及其在超导
和太阳能电池中的应用，碳簇材料的结构
和形成机理，高效液相色谱和表面质谱分
析，碳基纳米团簇材料（纳米管、石墨烯等）
的合成及其功能化。

学习 / 工作经历
1984/09–1988/07 福建师范大学化学系，化学学士；
1988/09–1989/08 中南工业大学化学系，化学硕士；
1989/09–1991/08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昆明贵金属研究所，化学硕士；
1991/09–1996/08 福建省三明市环境监测站，分析化学工程师；
1996/09–1999/08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化学系，无机化学博士；
1999/09–2001/05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讲师；
2001/05–2004/05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教授；
2003/11–2005/05 美国克莱姆森 (Clemson)大学化学系，访问学者；
2004/05–至今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

化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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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 11月生。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1995年于中科院上海有机所获博士学位；在纽

约大学完成 1年博士后研究后，回上海有机所工作至今。现任国际碳水化合物组织 (ICO)中国代表、

中国化学会糖化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执行院长等。

研究领域

具有重要生理活性的复杂聚糖和糖缀合物，如：动物糖胺聚糖和细菌胞外聚糖、微生物抗生素、植物

和海洋糖苷等的全合成、合成方法学和化学生物学。

主要科技贡献

糖 (又称碳水化合物 )是核酸和蛋白质之外的另一类基本的生命物质，由于其化学结构的复杂性和生物

功能的多样性而成为科学难题。俞飚以糖的“化学结构决定其生物活性和功能”为主线，在糖苷键的

构建、复杂糖链和糖缀合物的全合成及其生物功能研究方面，做出了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系统性成果，

推动了糖化学领域的发展。主要贡献包括互相关联的三个方面：

1. 发明的两个糖苷化方法提升了对于聚糖和糖缀合物的获取能力。其中以糖基三氟乙酰亚胺酯为给体

的方法已成为复杂聚糖和糖缀合物合成的通用方法，被全球 100多家实验室成功应用，被称为催化

糖苷化的三个里程碑之一；以糖基邻炔基苯甲酸酯为给体的金催化糖苷化反应则实现了其它方法不

能实现的特殊糖苷键的构建，被称为俞氏糖苷化反应 (Yu Glycosylation)。

2. 率先实现了一系列复杂天然糖缀合物的全合成，代表当今糖缀合物化学合成领域的前沿水平。包括

通过 63步实现国际上多个课题组历经 14年未能完成的蓝道霉素 A的全合成、通过 79步完成具有

特殊原酸酯糖苷键的杠柳糖苷 Periploside A的全合成。最近完成肠道菌 O-抗原 128聚鼠李甘露聚糖

的合成，是迄今化学合成的线性最长聚糖。

3. 深入开展了聚糖和糖苷分子的构效关系和作用机理研究和药物研发。合作阐明 Hoodia皂苷通过激活

GPR119受体来控制食欲和治疗糖尿病的机理、研发了糖基化雷公藤内酯作为抗肿瘤药物先导化合

物等。

俞飚潜心致研，治学严谨，开拓创新，乐于合作。相关成果已发表论文近 300篇；获授权专利 24件，

实施专利 7件。担任 Adv. Carbohydr. Chem. Biochem.等 7个专业期刊的编委或顾问编委，及 Chin. J. 

Chem.(中国化学 )副主编。获得上海市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和自然科学牡丹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礼来杰出科研奖、张树政糖科学奖杰出成就奖、洪堡研究奖、惠斯勒糖化学奖等荣誉。已培养（合作培养）

博士生 60人、硕士生 23人、出站博士后 14人；其中已有 16位成为教授 (研究员 )。

俞飚 院士

中科院上海有机所研究员、生命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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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 工作经历
1980年 9月 -1984年 9月 天津大学化工系化学工程专业 ,本科。
1984年 9月 -1987年 6月 天津大学化工系化学工程专业 , 硕士研究生 , 获硕士学位。
1987年 6月 -1988年 3月 天津大学化工系有机化工专业工作，从事化工过程教学与科研。助教。
1988年 3月 -1991年 10月 天津大学化工系化学工程专业生化工程方向博士。91年获博士学位。期间 90年任讲师。
1991年 10月 -1992年 6月 天津大学化工系化学工程专业从事生化反应工程教学与科研。
1992年 6月 -2000年 9月 天津大学化工系参与创办“生物化工”专业，任副主任，从事生物化工科研与教学；93年任副教授，
95年晋升教授，96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97年入选教育部化工学科“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99年入选人事部“百千万
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2000年获得政府特殊津特。
2000年 9月 -2003年 3月 化工学院副院长。从事生物制药工程科研和教学，创办制药工程专业，任主任， 2002年入选天
津市“131”人才工程第一层次 , 2003年被聘为天津市特聘教授。
2003年 3月 -2008年化工学院院长。2004年被评为天津市授衔专家，2004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07年获得国家教
学名师奖。
2017年 6月，天津大学副校长。现任天津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研究方向
合成生物学：人工基因组设计合成、天然产物人工生物合成体系、人工混菌体系
系统生物学：微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
生物制药：微生物药物合成
生物能源：纤维素乙醇和航空燃油生物合成

学术兼职
《Frontiers of Chemic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副主编  
《Biofuels, Bioproducts and Biorefining -Biofpr》编委 
《Chemical Engineering and Processing》编委 
 IChemE Fellow
《化工学报》、《过程工程学报》、《食品与生物技术学报》编委  
材料化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
精细化工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
生物反应器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

学术成就
国家自然基金委创新群体负责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 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重大 863项目首席专家；获
得侯德榜化工科学技术成就奖、药明康德生命化学成就奖等，研究成果入选“2017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2017年中
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2017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等，引起国内外专家和媒体的广泛关注。《Science》同
期发表专文评论 ,成果受到《Nature》、《Nature Biotechnology》、《Nature Reviews Genetics》等多个顶级期刊专文或亮点
介绍。

科研项目
负责国家基金委创新群体项目、作为973首席科学家主持973项目、国家基金委重大项目课题、国家基金委应急项目重点项目。
已经完成的项目包括：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重大国际合作项目、科技部重大 863项目、
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等。

元英进 院士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天津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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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翔，1986和 1989年在武汉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96年在香港中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96-

2001美国弗吉尼亚大学、马里兰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01年起任武汉大学教授。现任武汉大学第三

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周翔长期致力于核酸化学生物的研究 , 主要研究方向为 : (1) 小分子对核酸结构的识别及其功能调控研

究 ; (2) 基于核酸化学技术在疾病诊疗中的应用。通过小分子对核酸结构的识别和功能调控，开发核

酸靶向药物分子和重大疾病诊断技术，取得了系统的、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创新性成果 , 推进了核酸

化学生物学研究发展。他以通讯或共同通讯作者在 Acc. Chem. Res., Chem. Soc. Rev., Nat. Chem. Biol., 

Nat. Commun., Sci. Adv., Chem, J. Am. Chem. Soc., Angew. Chem. Int. Ed., Nucleic Acid Res., JACS Au, Cell 

Chem. Biol.等期刊上发表论文 260余篇。获湖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 (两次，排名第一 )，药明康德生命

化学研究奖二等奖。

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以及科技部 973项目等。入选教育

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曾任中国化学会化学生物

学专业委员会主任，担任多个学术期刊如：Acc. Chem. Res.等的编委。

周翔 院士

武汉大学，教授。

化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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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资讯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1 陈    辉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2 陈军辉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
3 陈    力 四川大学化学学院
4 陈荣生 武汉科技大学
5 陈晓东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TU)

6 陈     卓 湖南大学化学生物传感与计量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7 丛日红 重庆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8 杜世萱 中科院物理所
9 段培高 西安交通大学
10 段伟良 陕西师范大学
11 冯玉红 海南大学分析测试中心
12 付    俊 中山大学
13 干    为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14 高子伟 延安大学
15 桂敬汉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16 郭敏杰 天津科技大学化工与材料学院
17 韩世清 南京工业大学生物与制药工程学院
18 何学浩 天津大学理学院化学系
19 胡新根 温州理工学院
20 宦双燕 湖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1 黄坤林 重庆师范大学
22 贾    力 闽江学院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23 蒋锡群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93 位会员新晋级为高级会员

中国化学会 2021 年 11 月份新晋级高级会员

2021 年 11 月，中国化学会新晋级高级会员 93 位，祝贺新一批成功晋级的各位高级会员！

中国化学会高级会员均享有专属会员主页，并可即时自主更新主页，变更信息或添加代表性论文等。

登录网址：http://www.chemsoc.org.cn/member/senior/（点击阅读原文）
可查询、浏览每位高级会员个人主页。

化学通讯

12

http://www.chemsoc.org.cn/member/senior/


新闻资讯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24 金琼花 首都师范大学化学系
25 来守军 兰州文理学院
26 来水利 陕西科技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27 兰静波 四川大学
28 乐长高 东华理工大学化生材学院
29 李  晖 北京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30 李晋平 太原理工大学
31 李    平 山东师范大学
32 李世军 杭州师范大学
33 梁汝萍 南昌大学
34 林    森 福州大学化学学院能源与环境光催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35 刘春元 暨南大学化学系
36 刘国明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37 刘海燕 营口理工学院
38 刘  坚 苏州大学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
39 刘开辉 北京大学
40 刘礼兵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41 刘志宏 陕西师范大学
42 卢善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43 马    丁 北京大学
44 马新宾 天津大学
45 梅  晔 华东师范大学
46 潘国荣 贵州省雷山县第三中学
47 彭笑刚 浙江大学
48 钱海生 安徽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49 尚书勇 成都师范学院
50 沈玉梅 上海交通大学系统生物医学研究院
51 宋茂勇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52 宋胜梅 山西大学
53 宋术岩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54 唐    石 吉首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55 唐斯甫 青岛农业大学
56 唐艳丽 陕西师范大学
57 汪秀丽 四川大学化学学院
58 汪    勇 苏州大学
59 王    超 陕西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60 王得丽 华中科技大学

【续表】

化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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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资讯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61 王    立 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
62 王双青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63 王晓玲 宝鸡文理化学化工学院
64 王    欣 四川大学化学学院
65 翁志强 闽江学院
66 吴克琛 闽江学院
67 武晓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68 夏江滨 武汉大学
69 肖伟烈 云南大学
70 谢宗波 东华理工大学化学生物与材料科学学院
71 杨继生 扬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72 杨荣华 湖南师范大学
73 杨振军 北京大学药学院药物化学系
74 姚献平 杭州市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75 叶树亮 中国计量大学计量测试工程学院
76 阴永光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77 于    丽 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78 余孝其 四川大学
79 岳文博 北京师范大学
80 张兵波 同济大学
81 张国防 陕西师范大学
82 张厚玉 吉林大学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83 张宪玺 聊城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84 张绪穆 南方科技大学
85 张卓勇 首都师范大学
86 赵洪霞 大连理工大学环境学院
87 赵    瑾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88 赵    扬 北京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89 赵    毅 华北电力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90 赵永席 西安交通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91 祝凌燕 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92 卓克垒 河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93 自国甫 北京师范大学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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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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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怎样才能达到高级会员条件？
A：在中国化学会拥有连续会龄 8年及以上，具有

化学及相关领域副高级及以上职称或取得化学及相

关领域博士学位，且在化学及相关专业科研、教育、

产业、管理等领域表现出良好的业绩，即可以达到

高级会员条件。进一步详情请参阅《中国化学会个

人会员条例》。

Q：达到条件了，怎样才能成为高级会员？
A：中国化学会会员部会在后台筛选达到条件的会

员，并且通过邮件与会员联系，开放申请通道。会

员提交高级会员申请后，将进入同行评议，评议通

过后方晋级为高级会员。

Q：满足条件却没有收到申请链接，怎么办？
A：高级会员晋级工作是常态工作，尤其是前期满

足条件的会员数量非常多，所以一些满足条件的

会员未能及时收到邀请。

可通过 wangyr@iccas.ac.cn咨询。

Q：高级会员多久评一次？
A：高级会员是一项常态化项目。正轨化以后，计

划每个月上线发布新晋级高级会员名单。

Q：高级会员有什么权利和义务？
A：高级会员除一般会员的权利和义务外，还专

享在中国化学会网站的个人主页，并且只有高级

会员才有被提名为中国化学会会士的资格。高级

会员应确保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及时更新，按时

交纳会费，逾期不缴纳会费将自动失去会员和高

级会员资格。再次申请高级会员须重新入会满 8

年后。

关于高级会员，你想知道……

化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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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奖励 - 化学类获奖项目介绍

生物体内重要生化信息的高效获取不仅有助于生命现象

本质的探索，还能为疾病早期诊断提供新方法。基于荧光探

针的生物成像技术因具有响应速度快、可原位动态分析、对

样本损伤小等优势，已成为获取细胞与活体中生化信息的强

有力研究工具。该项目围绕如何提高荧光成像探针在复杂生

物体系中的检测灵敏度、生物稳定性和成像精准性等关键科

学问题，在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

目的资助下，聚焦荧光探针的性能调控与生物成像应用，基

于结构调控优化探针性能，发展了系列高性能荧光成像探针

构建新策略，显著改善探针在生物应用中的灵敏度、稳定性

和精准性：(1)提出催化分子信标信号放大新策略，通过分

子结构调控构建高灵敏荧光探针；(2)发展基于核酸液相结

晶和三维惰性纳米囊的荧光探针性能调控新原理，显著提高

探针在复杂生物体系中的稳定性；(3)开发多靶标激活、多

模态成像新体系，提出细胞和活体水平精准生物成像的新方

法。该项目创新成果显著，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学术影响，部

分成果具有国际引领性，对化学和生命科学等学科的交叉融

合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图 1】研究团队主要成员

2020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荧光探针性能

调控与生物成像应用基础研究”介绍

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于2021年11月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湖南大学张晓兵等人完成的“荧

光探针性能调控与生物成像应用基础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该项目主要完成人均来自湖南大学：项目第一完成人张晓
兵，男，教授，博导，入选爱思唯尔 2017-2020年中国高
被引学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曾
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现任现任湖南大学学术委
员会副主任、湖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Chemosensors

副主编、Spectrochim. Acta A、《中国科学 -化学》、《化
学学报》等期刊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生物分析化学；第
二完成人谭蔚泓，男，教授，博导，中国科学院院士，发
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主要研究方向为
生物分析化学和化学生物学；第三完成人赵子龙，男，教
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化学生物学和纳米生物学；第
四完成人陈卓，男，教授，博导，入选青年长江学者，曾
获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资助，主要研究方向为纳米生物
化学分析方法。

作者：张晓兵；Email：xbzhang@h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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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奖励 - 化学类获奖项目介绍

该项目 8篇代表性论文包括 J. Am. Chem. Soc. 3篇、Angew. Chem. Int. Ed. 3篇和 Anal. Chem. 2篇，
4篇为 ESI高被引论文，SCI他引 1313次，单篇最高他引 359次，具体如下：

1. J. Am. Chem. Soc., 2011, 133, 11686. 

2. Angew. Chem. Int. Ed., 2013, 52, 7487. 

3. Angew. Chem. Int. Ed., 2016, 55, 5477.

4. J. Am. Chem. Soc., 2014,136,13558. 

5. Anal. Chem. 2009,81,7022. 

6. Anal. Chem., 2011, 83, 5062.

7. J. Am. Chem. Soc. 2014, 136, 9838. 

8. Angew. Chem. Int. Ed., 2014, 53, 5821. 

化学键构筑是化学学科最基础、核心的研究之
一。碳 -金属键的形成是金属有机化学的核心问题，
也是金属参与多种有机化学反应的关键步骤。夏海
平团队二十年如一日地专注于碳 -金属键构筑这一重
要科学问题。创造性地使用不同长度的共轭碳链去
螯合过渡金属，不断挑战在金属的赤道平面上构筑
碳 -金属键数量的极限、冲击卡拜碳的键角纪录、突
破 Hückel规则，揭示了“芳香性突变”，证实了半
个多世纪前 Craig发表于 Nature的理论推测（见下
图），发现了一系列 Craig型芳香结构基元，从而结
束了实验上获得的 Möbius芳香体均为扭曲环骨架的
历史。最终，建立并命名了“碳龙化学”（Carbolong 

Chemistry），其中 long取自于“龙”的汉语拼音。
Carbolong也可以解读为“长碳链”，便于外国学者
理解与接受。现在，Carbolong Comlpexes、Carbolong 

Ligands、Osmapentalyne 三个词条以及代表性分子
结构被收录在国际经典教科书《March’s Advanced 

2020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碳链与金属的螯合化学”介绍

主要完成人：夏海平、张弘、

朱军、朱从青、王铜道。

分子结构基元创新是新物质创造的发动机。如，苯
环的发现带来了芳香化学与芳烃工业；二茂铁、

C60的发现也都催生了一个领域。然而，化学发展到今
天，发现全新、稳定的分子结构基元已经很难，成系列
更难。但若对最本质、核心的化学问题追根溯源，重新
审视现有规律的局限性并挑战其极限，仍有望创建全新、
系列、稳定的结构基元，开辟物质创造新篇。

作者：夏海平；Email：hpxia@xm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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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技奖励 - 化学类获奖项目介绍

夏海平 

厦门大学化学系学士、硕士、博士，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2009）；南方科技
大学化学系讲席教授（2018-），深圳格拉布斯研究院执行院长（2019-）。曾担任厦门大
学化学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6-2018）及化学化工学院副院长（2003-2013）；
曾获得 2016年中国化学会第七届“黄耀曾金属有机化学奖”；担任金属有机化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2015 -）、中国科学院有机氟化学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
（2013-）、中国化学会理事（2018-）、福建省化学会副理事长（2007-2021）；中国化学
会有机化学学科委员会委员（2019-）、中国化学会物理有机专业委员会委员（2015-）、
《Organometallics》(ACS 杂 志 ) 编 委（2018-2020）、《Chinese Journal of Chemistry》
(SIOC-Wiley杂志 )副主编（2017-2021）、《有机化学》杂志编委（2017-）等社会兼职。

Organic Chemistry》英文原版第八版，
已有 6种获得中国和美国专利保护的
“碳龙试剂（Carbolong 1-5，9）”进
入百灵威（J & K）试剂目录销售。
作为传统无机化学与有机化学的

分水岭元素，“碳”在有机、高分子
化学中处于核心地位。但在以金属为
核心的经典配位化学中，常见的配位
元素多为氮、氧、硫、磷等“杂原子”，
碳通常仅充当配角。碳龙化学独辟蹊
径，诠释的是碳链作为多齿螯合配体
的非经典螯合物化学，大大提升碳元
素在配位化学中的地位。从而开辟了
全新的交叉领域，对金属有机化学、
配位化学、芳香化学的发展做出了重

要贡献。
该成果所发现的一系列碳龙结构

均为全新、稳定的基本分子骨架，因
其过渡金属 d轨道参与共轭而有宽、
强的吸收光谱，且有光、声、电、热
等多个能量出口，在钙钛矿太阳能电
池、有机太阳能电池、均相催化、小
分子活化、肿瘤光声标记、光动力学、

声动力学、光热治疗等应用前景广阔。
该成果在发现初期曾以“过渡金

属导致物质从反芳香性向芳香性的突
变”为题入选 2013年度“中国高等学
校十大科技进展”。经过多年的积累、
完善，逐步建立、命名了“碳龙化学”，
现以“碳链与金属的螯合化学”为题，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研究方向

金属有机化学，最主要的学术贡献是创立了“碳龙化学”（Carbolong Chemistry）。已发表论文 200余篇，论文被 highlight 

30多篇次。

荣誉奖励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第一完成人，2020年度）

福建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第一完成人，2018年度）

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第五完成人，2018年度）

中国化学会黄耀增金属有机化学奖（2016年）

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第三完成人，2014年度）

福建省教学成果特等奖（第三完成人，2014年度）

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第一完成人，2013年）

福建省教学成果一等奖（第三完成人、2009年度）

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第一完成人，2002年度）

中国化学会成立六十周年优秀青年化学奖（1992年）

化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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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专栏

从畜力车到宇宙飞船，从煤油灯到核能发电，从冷兵器到导弹核武，从吃住行到大国重器，伴随着人类所使用材料发

生的翻天覆地变化，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也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巨大改变。材料作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石，构建了缤纷璀

璨的现代文明。人类以使用工具作为文明进化的标志，而所有的工具向上追溯都是材料。“料要成材，材要成器”，材料

通过器件、部件与系统来实现自身的使用价值。“一代材料，一代器件，一代系统，一类应用”。一种新材料的诞生，可

能重塑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改写人类的历史。纵观 20世纪以来产业发展的历程，无数事例证明，每一项重大

技术的突破，每一项重大应用的形成，都离不开新材料的发展。

材料、能源、信息是构成当今世

界的三大要素，而新材料是在传统材

料基础上发展的具备优异性能或某种

特殊功能的新型材料。特种合成橡胶、

高性能树脂、高性能纤维、功能性膜

材料、电子化学品等新材料正引领未

来产业技术发展。应用领域涉及新能

源、新基建、交通设备、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等多个新领域。

本文作为网站《材料洞察》栏目

开篇，将简述材料的发展历史、材料

的分类，并介绍其对国家发展的重要

意义。同时，该栏目将从黄埔材料院

布局的航空轮胎材料、芯片化学材料、 ▲材料发展促进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

 ▲高端轴承钢可用于交通运载（图片来源：unsplash）

《材料洞察》
     前言导语

来源：广东粤港澳大湾区黄埔材料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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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材料与器件研发等方面出发，带

您走进材料的世界。

   材料的发展历史

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可以单独

以材料来命名。公元前 250万年至公元

前 1万年前，人类以使用磨制的石器

作为主要工具，这个时期被称为旧石

器时代，这就是最初的材料；公元前 1

万年至公元前 5000年，人类使用根据

用途加工的各种石器作为主要工具，

这个时期被称为新石器时代；公元前

5000年至公元前 1400年，人类以青铜

为材料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这个

时期被称为青铜器时代；公元前 1400年至公元 1750年，人类掌握了铁的冶炼技术，铸造铁质工具、用具和武器，这个时期

被称为铁器时代。

自 1750年工业革命起，人类逐次进入了蒸汽机时代、电气与化学时代、电子与信息时代。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英国

在采矿业、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及无机材料工业的支撑下，发展了现代机器制造业，造就了“日不落帝国”。第二次工业

革命时期，德美发展了新兴的钢铁、石油、化工等材料工业，支撑了电气和航空制造业，从而一跃成为当时最先进的

国家，远超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涉

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的一场信息控制技术革命。

 ▲材料发展历史（图片来源：新材料在线）

 ▲新材料造就了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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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材料科学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始萌芽。中科院长春应化所是我国材料科学领域起步最早、历史最悠久、实力最

雄厚的研发机构之一。1949年底建成有机化学、无机化学、矿冶等 6个研究室和氯丁橡胶、人造纤维、丁苯橡胶等 11个材

料中间工厂；1951年 12月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块合成橡胶――氯丁橡胶，随后在国内首次分离出 15个单一稀土元素。20

世纪 5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物理系在物理学家叶企荪、黄昆的倡导下建立了磁学与金属物理室；中科院金属所在李薰所长

的支持下建立了金属物理和材料结构

研究室。20 世纪 60 年代，中科院长

春应化所开发出聚硫橡胶火箭固体推

进剂、遥爪丁羧导弹固体推进剂，为

“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后于 20世纪 80年代在国内首创聚乙烯

热收缩管，并实现了热缩材料的产业

化。中科院长春应化所的材料创新发

展史，亦是我国材料研发不断迎接新

挑战、不断做出新贡献的缩影。

现如今，材料产业已成为我国的

重要支柱产业。从材料产业发展现状

看，我国钢铁、水泥、玻璃、纺织品

等基础原材料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总量已处于世界前列，且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基础原材料生产与消费大国。2011年，我国新

材料产业总产值仅仅为 0.8万亿元，到 2019年我国新材料产业总产值已增长至 4.5万亿元。目前，国内有 40多个城市已经

形成不同规模的新材料产业集聚区，设立上百个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

  材料的分类

材料主要可从材料本身性质和具体应用领域两个维度进行分类。

从材料本身性质，可将其分为四大类，分别是金属材料（如钢、铁、镁合金等），无机非金属材料（如二氧化硅、碳

化硅、氮化镓等），有机高分子材料（聚乙烯、聚氯乙烯、顺丁橡胶等）以及复合材料（基体材料与增强材料的组合，如

碳纤维增强树脂）。

从材料应用领域，大致可将其分为六大类，如新能源材料、生物医用材料、环保节能材料、交通设备材料、电子信息

 ▲按性质对材料分类

 ▲2011-2020中国新材料产业规模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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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以及新型化工材料等，如图所示。

  材料在国内发展面临的问题

材料服务于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

的各个领域，是经济建设、社会进步和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

和先导，是制造业的两大“底盘技术”之一，也是第四次工

业革命的驱动力，而新材料更是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重大

工程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

进入 21世纪以来，我国在新材料领域的技术突破和产

业布局都取得了迅猛进展。但从总体上看，与世界先进水平

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新材料主要核心技术被国

外垄断，研究基础薄弱、原创成果少、自主研发能力较低；

规模化和集成化技术研究欠缺、集成能力差、加工技术及装

备制造水平低；产学研用相互脱节，投融资体系不健全，成

果转化和工业化推广困难；新材料产业缺乏统筹规划和政策

引导，研发投入少且分散。

特别是近几年，受到西方对我国实行技术封锁、原材料

禁运的影响，一些关键基础材料比如芯片化学材料、电子信息材料、航空航天材料等被限制进口，导致核心产品、核心技

术受制于人，“卡脖子”问题凸显。据统计：我国现有 114种高风险和 287种中低风险“卡脖子”产品，主要分布于矿产

资源综合利用、生物药品制造、生物化工制品制造、电子功能材料制造、铁路高端装备制造等灵玉。2018年《科技日报》

报道的我国 35项“卡脖子”技术，其中有 60%直接或间接与材料相关。

  材料对国家富强的重要意义

一、新能源领域

我国能源结

构主要以煤炭为

主，油气资源十

分紧缺。这使得

新一代高效清洁

燃煤发电、深海

油气资源开发、

光伏风力发电、

大型储能系统等

先进技术成为我

国能源战略发展

的重中之重，而

这些技术中所用

到的多品种、高

性能、特异性材

 ▲新材料的应用领域

 ▲中国固态电池研究主要集中在高校  （图片来源：新材料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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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是先进能源动力系统的基石。光伏、锂离子电池、燃料电池、核电等能源领域重大项目对材料领域的进步，同样有着

极高的依赖性。

以新能源车的“心脏”――锂离子电池为例。国产锂离子电池的四大核心材料中正负极材料、电解液都已实现了国产化，

唯独隔膜仍是短板。关键材料长期依赖国外，一旦遭遇禁售，我国的相关产业便没有了基础支撑。

以新能源汽车用稀土材料为例。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成

为全球朝阳产业，元素周期表上的很多稀有金属将成为引爆

产业突破和成本控制的关键点。据美国作家大卫·S.亚伯拉

罕在《决战元素周期表》一书介绍，一辆现代化汽车装有 40

余块磁体，20多个传感器，使用稀土元素近 500克；而每辆

混合动力车要使用多达 1.5公斤的稀土磁体材料。如果将单

车稀土使用量乘以全球年销售量或者市场总保有量，数字将

是惊人的。这突出反映了一个问题，对于全球各大汽车厂商

而言，眼下愈演愈烈的芯片荒其实只是供应链上一块脆弱短

板，更短的板，恐怕还有“车轮上的稀有元素”。

二、电子信息领域

近年来，我国电子信息产业获得了极大发展，基础设施完善、应用场景丰富、数字经济繁荣、信息交互发达，我国已

经成为全球网络信息大国。但从电子设备和核心器件方面分析，我国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较大，特别是集

成电路（芯片）行业。芯片被广泛运用在军事、手机、电脑、

汽车、航天等方面，它是电子设备中最重要的部分，承担着

运算和存储的功能。我国 10nm及其以下的高端芯片技术严

重受制于人。

以电子化学品为例。它是芯片制造过程的关键材料，包

括光刻胶、掩模板、电子特气、抛光液、湿化学品、介电层

材料等，品种繁多、技术门槛高，大都被欧美日企业垄断供

应，一旦发生贸易摩擦，极易被“卡脖子”。因此，推动材

料科学在电子信息领域的快速发展，有助于突破西方发达国

家对我国芯片行业的产品与技术封锁，且一旦取得重大突破

将有望形成相互钳制。

三、现代交通运输领域

材料科学的快速发展对于高速列车、远程宽体客机、重型运载火箭、先进航天器等核心部件的技术迭代具有重要意义，

间接推动了相关装备的升级换代。材料科学在交通运输领域的飞速发展，有力支撑了我国高铁、大飞机等交通运载装备中

核心部件的自主保障能力。

以机械设备中不可或缺的核心零部件轴承为例：一个国家轴承的需求量与国民生产总值总是保持一定的关系，而轴承

钢的生产能力和水平又是轴承工业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因而，工业发达国家历来都十分重视轴承钢的生产、质量以及研

发工作。高端轴承钢的研发、制造与销售长期以来一直被美国、瑞典等国家巨头公司所垄断，如何获得纯净度高和均匀度

好的顶级好钢，一直是这些巨头秘而不宣的核心技术。经过多年研究，中国在炼钢过程中加入稀土，使原本优质的钢变得

更加“坚强”，攻克了诸多轴承钢生产工艺中的难点问题，将氧含量控制在 ≤5ppm的世界先进水平，掌握了其内在质量控

 ▲新能源汽车（图源：unsplash）

 ▲芯片材料（图片来源：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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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核心技术。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轴承钢生产国，每年的轴承钢粗钢产量超过 300万吨。

由此可见，要想形成交通运输领域核心部件产品自主保障能力必先保证材料的精进，进而才能逐步完善我国现代交通

运载核心技术体系，逐步提升交通运载可持续发展能力，并最终实现“走出去”战略。

四、医疗健康领域

材料科学的快速发展是国家医疗安全和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基础和有力保障。目前，许多生物医用材料已介入疾病治

疗与组织修复，如生物活性陶瓷和生物活性玻璃可用于骨再生修复；钛及钛合金可用于人工种植牙；全降解聚乳酸血管支

架以及可降解镁合金血管支架可用于血管手术。然而，昂贵的高值耗材和设备检测，对患者而言无疑是极大的经济负担。

10年前，一台冠心病支架植入手术大约 2.5~3.5万元，其中冠脉支架的价格就占到了一半，如今昂贵的耗材成为我国医药集

中采购的“先驱”，价格也降到了亲民的 700元。怎么才能突破国际巨头的市场垄断，这个问题的答案隐含着生命健康领

域最关键的一个逻辑：国产医用材料与医疗器械替代。

我们正逐步走在“国产替代”的路上。2009年 4月，与中科院长春应化所合作二十余年的山东威高集团研发的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聚砜膜”透析器宣告上市，一举打破了跨国公司技术垄断，单次透析价格降到法国进口同类产品的三分之一，

一经上市便供不应求，有效地提升了患者的生活质量。

2017年 12月，中国工程院制定面向 2035 的新材料强国

发展战略，以推动提升新材料自主创新能力与材料产业核心

竞争力。加强关键基础材料发展的顶层设计，完善政策措施，

这对落实《中国制造 2025》战略、提升我国工业基础能力、

增强国防军工实力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等都具有重要

的战略意义。

目前，我国新材料产业在金属材料、纺织材料、化工材

料等传统领域基础较好，稀土功能材料、先进储能材料、光

伏材料、有机硅、超硬材料、特种不锈钢、玻璃纤维及其复

合材料等产能居世界前列。通过产学研用的紧密结合，我国

许多重要新材料技术指标大幅提升，研究成果推广应用。例

如，激光晶体、太阳能电池关键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光伏发电成本大幅降低；锂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电解液均

 ▲高端轴承钢可用于交通运载  （图片来源：昵图网）

 ▲国产聚砜膜透析器  （图片来源：威高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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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小型电池要求，隔膜、电解质锂盐等关键材料替代进口；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幅缩小。关键技

术的不断突破和新材料品种的不断增加，使我国高性能复合材料、高端金属结构材料、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保障能力明

显增强，先进高分子材料和特种金属功能材料自给水平逐步提高。

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动新材料产业基地建设，加强资源整合，区域特色逐步显现，区域集聚态势明显，初步形成“东

部沿海集聚，中西部特色发展”的空间格局。长三角：已形成包括航空航天、新能源、电子信息、新型化工等领域的新材

料产业集群。珠三角：新材料产业集中度高，已形成较为完整产业链，在电子信息材料、改性工程塑料、陶瓷材料等领域

具有较强优势。环渤海地区：技术创新推动作用明显，在稀土功能材料、膜材料、硅材料、高技术陶瓷、磁性材料和特种

纤维等多个领域均具有较大优势。

 ▲ 全球知名新材料公司分布（图片来源：新材料在线）

结 束 语

革命性新材料的发明与应用一直引领着全球的产业变革，推动着制造业的

转型升级。我国迫切需要聚焦未来前沿新材料和“燃眉之急”“心腹之患”重

点材料，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加快布局知识产权，抢占发展先机和战略制高点。

建设材料强国，打造“大国筋骨”，是一个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命题。作

为一个超级大国，立足国情全方位、多层次的实现技术创新，持之以恒、坚韧

不拔地走下去，是建设材料强国的最强对策。

每个时代的科研人员都有自己的光辉使命，这个时代需要我们心怀家国天

下，需要我们放眼星辰大海，需要我们在探索新材料的道路上砥砺前行，让我

们一起走进《材料洞察》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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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真的了解你喝的牛奶吗？
  —水牛奶凭什么这么火

作者：高好好；Email：nxgao@ciac.ac.cn

 ▲【表 1】不同种类水牛乳成分表 [1]

简介

相比市面上的“普通牛奶”，即

中国荷斯坦牛生产的牛奶，被冠以“具

更高营养价值”的水牛奶获得了广泛

关注。其实早在 2016年，世界水牛乳

产量就高达 1.11亿吨，占乳类总产量

的 13.5%，是世界第二大乳源。我国奶

水牛主要饲养在广西、湖北、湖南等

南方省份地区，奶水牛具有适应性强、

耐高温高湿、抗病力强、耐粗饲、奶

质优和养殖成本低等特点，除了本土

水牛外，也从印度和巴基斯坦引入了

摩拉、尼里拉菲水牛 ,经过品种选育与

改良，水牛乳产量与品质都有了极大

的提升。从营养成分表中，显而易见，

各品种水牛乳相比荷斯坦牛或人奶具

备着更高蛋白质和脂肪含量。

 ▲【表 2】各营养成分对比表，单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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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蛋 白 ”：水牛奶不仅乳蛋白总量高，

作为利于身体吸收利用的优质蛋白质来源的酪

蛋白，水牛奶中含量也约为荷斯坦牛乳的 2倍

多。并且水牛奶中蛋白品质高，含有机体所需

的所有必需氨基酸，其氨基酸总量、赖氨酸、

甲硫氨酸等含量也均高于荷斯坦牛乳。

“ 高 脂 肪 ”：单论口感上而言，水牛乳因

具备更高乳成分含量，和其脂肪球流变特性的

差异，相比荷斯坦牛乳而言会更加浓稠。同

时，其脂肪酸种类丰富，组成优势也明显，不

饱和脂肪酸的占比相对较高，且具备了降低

血脂、预防肠道功能紊乱功效的中链脂肪酸的

含量远高于荷斯坦牛乳。

“ 特 殊 功 效 ”：与此同时，许多围绕着

水牛奶特殊功效的实验科学研究也在逐步开

展。以衰老小鼠为模型，证明了水牛乳酪蛋白

多肽具备提供衰老小鼠的抗氧化能力，延缓机

体衰老 [4]；同样，以小鼠为模型，实验证实了水牛奶可以降低血清中甘油三脂等含量，提高高密度脂蛋白含量，从而起

到护肝作用 [5]。然而，虽国内外学者对水牛乳的理化特性都进行了大量研究 , 但要充分了解我国水牛乳理化和生物学特

 ▲【表 3】各蛋白质含量对比表，g/kg [2]

 ▲【表 4】每一百克奶中脂肪酸含量，单位mg [3]

选择“水牛奶”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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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还需要大量研究。

合适才是硬道理！

[1] 谢秉锵,瓦云超,伍云,黄嘉隷,顾瑞霞.水牛乳资源及其理化特性研究进展[J].中国乳品工业,2018,46(11):22-25+44.

[2] 戴江河,石昭意,潘斌,杨利国.水牛奶营养与功能研究进展[J].中国奶牛,2017(06):10-13.

[3] 韦升菊,梁贤威,卢雪芬,沈向真,杨炳壮,夏中生,邹彩霞.水牛奶和乳牛奶常规乳成分及乳脂脂肪酸组成的初步比较

研究[J].畜牧与兽医,2011,43(10):41-43.

[4] 李玲 ,唐艳 ,农皓如 ,曾庆坤 ,林波 ,诸葛莹 .水牛乳多肽对衰老模型小鼠机体抗氧化作用的研究 [J] .食品科

技,2012,37(09):62-65.

[5] 戴江河. 巴氏杀菌水牛奶的冷冻贮存及其对高脂饮食小鼠血脂与肝功能的影响[D].华中农业大学,2016.

结语

特色奶一般量少价高，选择一款

奶时，原料只占其中一部分，因此更

要看其配料表、营养成分表，以及其

与自身的“适配”程度。一般正常人

每日需要大概 70 到 150 克之间蛋白

质，均衡饮食。其次，糖类脂肪等食

品添加进去的，应该学会辨别，减少

额外摄入过多糖类。

虽然水牛奶脂肪含量相对高，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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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减肥人士其实无需介意。与此同时，

与牛奶一样，它是含有乳糖的，故乳

糖不耐人群仍建议购入无乳糖牛奶。

另，具有高附加值的乳制品的研发是

大为鼓励和期待的。

趁着“水牛奶”的火爆势头，作

为消费者的我们更要应该谨慎选择，

例如，某些品牌其实本身就只是生牛

乳和生水牛乳的混合罢了，下单需谨

慎，成分表切记不能忽略！牛奶的保

质期和添加剂也同样需要注意。

写在系列的结尾，写这个专题的契机来源于大学食品分析课程的小组调研，当时跑遍了大大小小的超市，买了各种各

样的奶，查阅整理了各种文献资料，做了最贴近现实生活，却又容易被人忽视的“牛奶特辑”。在此，特地感谢“称霸岳

麓区”团队的鼎力支持！也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爱喝的奶！

健
康

规
律饮食每一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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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特气—半导体制造的“粮食”和“血液”

作者：attachi；Email：fengtt0418@163.com

电子特种气体（简称“电子特气”）
作为仅次于硅片（Si Wafer）的第二大
半导体原材料，被广泛应用于清洗、
沉积 /CVD、光刻、刻蚀、离子注入、
掺杂、成膜等半导体制造过程中。因
此。电子特气也被誉为半导体制造的
“粮食”和“血液”。在这些核心工
艺中，仅所需的纯电子特气种类多达

50多种（表 1）[1,2]。
电子特气属于高技术、高附加值

产品，主要包括硅烷等硅族气体、
PH 3 等掺杂气体、CF 4 等蚀刻气体、
WF6等金属气相沉积气体及其他反应
气体和清洗气体等，其品质主要取决
于纯度和洁净度。这直接影响到半导
体元器件的质量、集成度及良率等性

能。一般而言，对电子特气的纯度要
求达到 5N-6N，甚至 7N，同时还要
求将金属元素净化到 10-9 级至 10-12

级。对于混合气而言，配比的精度是
核心参数。也需达到 ppm（10-6）乃
至 ppb（10-9）级浓度。因此，电子
气体纯度、精度的提高会极大地推动
半导体器件质的飞跃 [1-3]。

表 1. 半导体制造各工艺所用的主要电子特气

【数据来源：CNKI，东吴证券研究所】

一、电子特气概述

工艺 所需特气

清洗 Cl2、ClF3、NF3、C2H6、SF6、HCl等
沉积 NH3、N2O、TEOS、SiH4、NO、WF6

光刻 Ar、F2、Ne、Kr、He等
刻蚀 NF3、C4F8、COS、CF4、C3F6、HF、CH3F、SiF4、SF6、BF3等
离子注入 BF3、B2H4、AsH、TEB、TEPO、PH3

外延 HCl、SiH2Cl2、SiHCl3等

与大宗气体一样，电子特气主要
的生产工艺包括合成、纯化、混配等。
气体合成是使用催化剂将原料在特定
压力、温度等条件下，通过催化反应
得到气体粗产品。气体纯化是通过精
馏、吸附等方式将粗产品精制成更高
纯度的产品。气体混配是将两种或两
种以上有效组分气体按照特定比例混

合，得到多组分均匀分布的混合气体。
众所周知，电子特气的核心参数

纯度每提升一个 N，粒子、金属杂质
含量浓度每降低一个数量级，将会极
大地提高电子器件生产的良率和性能。
但是这也会带来生产、纯化工艺复杂
度和难度的显著提升。而电子特气提
纯是整个制备工艺的核心。如果电子

特气中含水汽、氧等杂质组分将导致
半导体表面生成氧化膜，影响电子器
件的使用寿命；较多的颗粒杂质将会
造成半导体短路及线路损坏。随着后
摩尔时代的到来，芯片的精度要求急
速上升，这对电子特气纯度亦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3,4]。

二、电子特气生产工艺

2020年全球电子气体市场规模约为
58.5亿美元，其中电子特气的市场规模
为 41.9亿美元，占比 71.6%。由于电子
特气从合成、提纯、储运等环节均存在

较高的技术壁垒以及较高的客户壁垒。
因此，全球以海外龙头林德集团（含普
莱克斯）、美国空气化工、法国液化空
气和日本大阳日酸株式会社为首的气体

公司占有全球 90%以上的电子特气市
场份额，形成寡头垄断的局面 [3-5]。

2018年我国电子特气市场规模达到
122亿元，同比增长 16.1%。到 2024年

三、电子气体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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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特气生产是一个系统工程，涉
及到气体的深度提纯技术、痕量杂质分
析检测技术、气瓶的内表面处理技术、
有毒尾气的解毒处理技术等。电子特气
行业具有较高的技术壁垒，目前，国内
专业气体生产企业的研发实力与世界领
先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难以在短期内
弥补。目前，国内电子特气企业需要攻
克的几大技术难题：包括深度提纯技术、
气瓶储运技术、分析检验技术等等 [3, 4-7]。
近年来，随着中美科技摩擦日渐频

发，我国对于半导体产业的重视及企业

的投资，以及政府给予了一系列政策支
持，包括《“十三五”国家战略新兴产
业发展规划》《新材料产业指南》等指
导性文件，旨在推动包括特种气体在内
的关键材料国产化。对于电子特气，国
内企业相继在高纯砷烷、磷烷、硅烷、
含氟气体等气体领域实现技术突破，在
大约 50种电子特气中已有超过一半开
始被国产企业覆盖，电子特气国产化替
代进程正在提速。随着国家政策的导向、
资金的投入以及加大行业人才的培养，
国内半导体产业会迅速发展壮大，国内

电子特气企业逐步实现进口替代是大势
所趋 [3-8]。

2019年，华特气体激光准分子混
合气国内大规模起量应用，同时进军海
外市场。金宏气体 TEOS研发确定重点
进展，即将投放市场。绿菱高纯电子级
四氟化硅质量稳步提升，国内市场份额
逐步提高。博纯股份氧硫化碳研发成功。
南大光电与雅克科技加大了前驱体研发
力度。此外，中船七一八所也加大了新
含钨制剂的研制。

 ◄【图 1】2018年国内电子特气市场占有率。

[1] 牛丽红，于世林. 国内高纯气体应用现状[J]. 低温与特气，2010，28（3）：7-9.
[2] 李学刚，肖文德. 电子特气甲硅烷的国产化实践及行业展望[J]. 化工进展，2021，40（9）：5231-5235.
[3] 西南证券. 电子特气：半导体材料黄金赛道. 2020年6月30日.
[4] 浙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半导体材料：电子特气深度报告. 2020年3月24日.
[5] 陈霖新. 中国半导体工厂高纯气体的应用状况. 《第十八届国际污染控制学术会议》. 2006年. 545-553. 
[6] 光大证券. 小荷才露尖尖角, 电子特气国产化迎历史性机遇—电子特气行业深度报告. 2020年2月28日.
[7] 乐晴智库. 电子特气：半导体关键材料，国产替代势在必行.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8608291744388670 
[8] 芯智讯. 国产化率仅12%！一文看懂半导体关键原料――电子特气. http://www.icsmart.cn/36025/ 

四、国内电子气体的发展

表 2. 国内电子特气企业已实现进口替代及规模化供应的产品

公司名称 主要产品

华特气体 高纯六氟乙烷、高纯四氟化碳、高纯二氧化碳、高纯一氧化碳、高纯一氧化氮等 20余种
中船重工 718所 六氟化钨、三氟化碳等
黎明化工研究院 六氟化硫、三氟化碳等
南大光电 砷烷、磷烷等
金宏气体 超纯氨、氢气等
绿菱气体 高纯六氟乙烷、高纯三氟甲烷、高纯八氟环丁烷等

【来源：华特气体招股说明书，长江证券研究所】

国内电子特气市场规模将达到 230亿元，市场空间广阔。但是在国内市场，因半导
体产业对气体质量、供应的特殊要求，海外几大龙头企业控制了我国电子特气市场
85%的份额，我国电子特气受制于人的局面十分严重。到 2019年我国电子特气国
产化率也仅有 15%左右。为承接产业转移对配套材料的需求，电子特气的国产化
已迫在眉睫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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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生产活动等过程排放的过量二氧化碳

(CO2)已打破全球碳平衡，并因其温室效应引发了

一系列环境问题。将二氧化碳电化学还原 (ECO2RR)

为增值的化学燃料对减少 CO2排放、实现全球“碳

中和”等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目前，过渡金属氮

碳基单原子催化剂 (M-N-C SAC)作为一种高效的

ECO2RR电催化剂，在 CO2高效的转化为 CO方面

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对于 SAC，金属中心被视为

CO2还原的活性位点。此外，金属中心周围的配位

结构影响着金属的固定和电子结构，这对催化反应

至关重要。因此，有利的局部 N配位环境对构建具

有高效M-N部分的催化剂至关重要。

氮空位诱导单原子催化剂协同重构促进电化学
CO2 还原，助力“碳中和”

翻译整理：attachi；Email：fengtt0418@163.com

 ◄【图 1】单原子催化剂 (SAC)的合成和形貌

原文链接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adfm.202107072	

背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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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UNSW)

赵川教授和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潘锋教

授合作发展了一种简便的氮空位 (NV)诱

导协调重构策略，可构建出高度缺陷的

Ni-吡啶 N2部分的单原子 Ni催化剂。NV

诱导的协调重构是通过微波诱导连续等离

子体处理实现的，该方式可使 Ni-N-C中

掺杂的 N原子很容易地去除，从而导致

活性位点的局部重构。这种经过 NV 诱

导配位重构后的有缺陷的 SAC 表现出对

ECO2RR 的高内在活性和稳定性。

研究人员通过对氧化石墨烯 (GO)、

尿素和镍盐的混合前体进行简便的微波诱

导等离子体处理即可实现 Ni-SAC的 NV

诱导配位重构。作者进一步通过 TEM、

XRD、HAADF-STEM、EDS等表征，验

证了 Ni 单原

子的形成、催

化剂的形貌及

结构。

研 究 人

员 在 Ar 和

CO2 饱 和 的

KHCO3 溶 液

中探究和比较

了 SA-NiNG-

N V 和 S A -

NiNG 的电催

化性。结果显

 ▲【图 3】催化剂的 X射线吸收光谱 (XAS)表征

 ▲【图 4】SA-NiNG-NV和 SA-NiNG的 ECO2RR性能

 ▲【图 2】SA-NiNG-NV和 SA-NiNG的物理特性

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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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单原子 Ni催化剂在诱导重构后对 CO2转化成 CO的选择性和生产率均显着提高。在 590 mV vs RHE的过电位下，达到

了 96%的 CO法拉第效率 (FE)和在 890 mV下产生了 33 mA∙cm-2的 CO电流密度。

 ▲【图 5】密度泛函理论 (DFT)计算

通 常， 将 CO2 转 化 为 CO 的

ECO2RR途径发生在四个步骤中：(i) 

CO2 + * → CO2*；(ii) CO2* + H+ + e– 

→ COOH*；(iii) COOH* + H+ + e– → 

CO* + H2O；(iv) CO* → CO + *。研

究表明：SA-NiNG-NV和 SA-NiNG催

化剂的 Tafel斜率都接近 59 mV dec-1，

表明在 ECO2RR期间，单电子转移到

CO2不是两种催化剂的速率决定步骤。

为了进一步了解局部 N环境对单

原子 Ni催化剂催化活性的影响，研究

人员通过密度泛函理论 (DFT)计算和

非原位 XAS表征了不同协调结构的单

原子催化剂，揭示了卓越性能的起源。

研究表明：高度缺陷的局部吡啶 N 环

境减少了对中心 Ni 原子的约束，为

结合 CO2提供了丰富的活性位点，提

供足够的空间来促进 CO2分子的吸附

和活化，从而降低了中间体 COOH*

和 CO*形成的能垒。由于 *COOH和

*CO是生产 CO的相关中间体，所以

提高了 CO2到 CO的转化率。

该研究工作不仅为了解局部杂原

子环境对 SAC 的重要性提供了见

解，而且为设计具有高度缺陷但高效

的 SAC以用于一系列重要的电催化反

应 (包括氧还原反应 (ORR)、氮还原

(NRR)等 )提供了巨大的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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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目研究得到了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 (FT170100224)、化学与化学工程广东省实验室（批准号：19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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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通讯

33



科研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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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川教授的研究兴趣包括纳米电化学技术及其在清洁能源中的应用。近年来发表

高水平 SCI论文百余篇，包括多篇以通讯作者发表在 Nat. Commun., J. Am. Chem. S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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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国际主流新闻媒体报道，获国际发明专利 4项，澳大利亚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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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锋，北京大学讲席教授，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新材料学院

创院院长。1985年毕业于北大化学系，1988年在中科院福建物构所获硕士学位，1994

年在英国 Strathclyde大学获博士学位，1994-1996年为瑞士 ETH博士后。

自 2011年创建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新材料学院以来，致力于材料基因与大数据

系统研发、结构化学新范式探索、基于中子大科学装置的材料和器件综合表征系统建

设与应用、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研究和应用、界面结构与特殊界面涂层材料及装备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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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
简介

化学通讯

34



科研进展

二、氢能的利用

氢气是一种极好的清洁能量储存库，因其高重量能量密度和燃烧仅生成

水。 然而，氢气的运输和储存，通常在高压气瓶中，极大限制了氢气的使用

推广。相比之下，液体燃料储存和运输更方便，拥有相对高体积能量密度。

因此，从廉价且稳定的液体介质中原位生成提取氢气不失为一种有潜力的途

径，并引起了很多关注。

其中使用水作为质子源来生产氢被称为水分解，例如，通过在温和条件

下（例如 25度和 1 atm）光解或电解。虽然非常吸引人，但由于需要大量的

能量输入（H2O → H2↑+ 1/2O2↑ ，ΔG = +237 kJ/mol）和相当大的中间能垒，

这从热力学和动力学的角度来看都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反应。

相比之下，甲醇的热催化水相重整（APRM，CH3OH + H2O → 

CO2↑ + 3H2，ΔG = +9 kJ/mol）所需能量较少，并且在 Pt/α-MoC 催化剂

上已实现工业级 TOF（每摩尔氢 1.8×104 mol/Pt/h）。尽管如此，热驱动的

APRM通常在 190-350度和 20-50个大气压的压力下发生并释放二氧化碳。

理想的制氢过程应在温和条件下具有高 TOF的同时，也实现零碳排放的目

标。

光驱动的水相甲醇重整系统，也称为光催化制氢半反应系统，有潜力满

足这些要求。因为它可以在室温和环境下工作条件。更重要的是，据报道，

Pt 活性位点上的光催化质子还原为氢的时间尺度为 10-900 μs，对应于每小

时每摩尔 Pt 106-108摩尔氢的理论 TOF。在光催化制氢中，水通常被认为是

质子源，而甲醇通常用作空穴清除剂，以促进电子对质子的还原（图 1a）。

在含水甲醇重整系统中，通常使用碱性条件来辅助 C–H 键或 O–H 键的活化。

零碳排放！光驱动甲醇高效制氢
翻译整理：高好好；Email：nxgao@ciac.ac.cn

一、文章速读
甲醇制氢由于氢气的清洁燃烧和甲

醇在储存和运输方面的便利性而引起了
广泛关注。然而，往往需要高温和高压
条件才能以高效将甲醇与水重整为氢气。
Jacek K. Stolarczyk 报道了一个光触发
的多层系统实现碱性甲醇产氢，其中 Pt

修饰的碳氮化物在光照下，可以达到非
常高的析氢速率（~1 μmol/s）。在温和
条件下，该系统的转化频率 (TOF) 可高
达 1.8×106 mol H2/mol Pt 每小时。在 

38 小时内测得的总转化数值 (TTN) 为 

470,000，是目前被报告值中最高的。此
外，该系统不会导致任何 COx排放，因
此它可以为燃料电池提供清洁的氢气。
与液相系统相比，碱性甲醇的光触发重
整的多层系统避免了颗粒聚集的问题，
并有效地利用了光和活性位点铂。这意
味着光驱动制氢朝着实用化迈出了一大
步。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在《德国应用化学》 
(A Multi-layer Device for Light-triggered 

Hydrogen  Produc t ion  f rom Alka l ine 

Methanol)期刊上发表。

论文链接：https://doi.org/10.1002/anie.202109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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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水甲醇与碱的重整：CH3OH + 2NaOH → Na2CO3 + 3H2↑，ΔG = -123 kJ/mol，ΔH = -38.5 kJ/mol是放热反

应（图 1b）。参考甲醇重整机制，只有第一步 C–H 断裂

需要克服实质性的能量障碍，随后的步骤需要很少或不

需要活化能。在这种情况下，入射光，只需要触发第一步，

而随后的反应可以顺利进行，而无需苛刻的高温和高压

条件。

三、研究内容

该研究聚焦于制氢过程而不是尝试新材料。因此，作

者将光催化剂颗粒固定在透明聚丙烯（PP）上进行甲醇重

整制氢反应，这种 PP基材可以折叠成多层结构以收集入射

光子（图 1a-b）,拥有了更高的光收集效率，且避免了颗粒

聚集的问题。在 450 W 氙气灯照射下，在 10 ml的包含 2g 

NaOH的甲醇溶液中对多层系统进行光催化实验。
 ▲【图 1】两种甲醇制氢反应示意图

 ▲【图 2】聚丙烯膜上的 Pt/CN 

 ▲【图 2】产氢系统的稳定性测试四、展望

该研究展示了一种在多层膜的设备上进行碱性甲醇制氢的有效工艺手段，与需要搅拌的常用液相系统相比，该系统显

示出优越的性能，最佳 TOF 比热催化方法报道的要高两个数量级，可实现仅将纯氢供给至燃料电池，若扩展气相装置与流

动系统的兼容，可进一步向大规模应用迈进。

更有趣的是，Pt (0.01 wt%) 原位光沉积在 CN 上，表面 Pt 活性

位点可充分暴露且利用，产生的氢的 TOF 达到每小时每摩尔 Pt产

生 1.8×106 摩尔氢，在 365 nm 下的内量子产率为 21%，析氢速

率为 0.25 μmol/s。更直观的来说，1mg 0.01 wt% Pt/CN 每小时

产生 23.2 ml H2。使用相同的方法将 P25 TiO2 纳米颗粒加载到多

层 PP 基板上时也可获得 0.17 μmol/s的产氢速率，其 TOF可达 

1.2×106 mol H2/mol Pt。这意味着所提出的方法是一种加速甲醇

制氢的通用方法，它不依赖于特定的半导体。 

强碱性条件则通过 OH_ 快速消

除光空穴以形成羟基自由基来延长

光生电子的寿命，羟基自由基可与

醇更快反应。缓慢的空穴转移过程

被替换为两个更快的过程，即留下

长寿命的电子以有效地将质子还原

为氢。高浓度的 OH_ 也有助于甲醇

的去质子化，将 CO2以碳酸盐的形

式捕获。气相色谱的结果也证实，

该体系中并未有除氢气外的其他气

体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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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介绍

Angew. Chem.：新型柔性激活力敏单元的开发
翻译整理：九鼎；Email：slclr@qq.com

Prof. David Milstein，现任慕尼黑 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 纳米研

究所光子学和光电子学主席；

研究兴趣：光催化、太阳能利用、纳米粒子相互作用、可控自组装

Mail: jacek.stolarczyk@physik.uni-muenchen.de

* 这项研究工作得到了巴伐利亚州科学、研究和艺术部的“太阳能技术混合动力

（SolTech）”资助，以及欧盟研究与创新地平线 2020 框架计划（2014-2020）的支持。

摘要速览

本文发现了一种新的柔性激活力敏单元，在机械力作用下释放 N-杂环卡宾 (NHC)。力敏

单元是基于 NHC -碳化二亚胺 (NHC-CDI) 的加合设计而成。在发生力化学响应后，释放

的 NHC可以进一步引发新的二次反应。而由于柔性激活不会破坏聚合物的主链，这一材

料可以经受多次压缩循环，以实现力敏单元激活百分比的迭代增加。本文研究了两种不同

的 NHC结构，揭示了相关力敏单元设计的潜在范式。

论文相关信息：

第一作者： Hang Shen 

通讯作者： Andrew J. Boydston 

通讯单位：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化学系 

论文 DOI：  https://doi.org/10.1002/anie.202100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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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物的机械力化学利用机械能

来驱动聚合物材料内部的化学反应。

其宏观和微观能量层面之间的转换，

加上持续发展的力敏单元设计，推动

了这一新兴领域的蓬勃发展。通过合

理的设计，力敏单元的引入可以实现

聚合物拓扑结构的改变包括聚合物链

的延伸或交联，另外还可以实现玻璃

化转变温度 (Tg)的变化，导电性的增

强以及小分子的释放。到目前为止，

绝大多数力敏单元的设计都是通过化

学键的伸长来实现激活，而这会导致

聚合物主链上的特定化学键断裂。而

柔性激活机制主要是利用键弯曲来促

进力化学反应。因此，柔性活化对整

体聚合物结构是无损的，聚合物主链

可以反复经受多次激活。另外柔性激

活一般伴随着小分子的释放，这是因

为力敏单元的受力活化。当下已有多

种柔性激活材料见报道【图 1】，但是

尽管如此，柔性激活机制仍需要进一

步开发，特别是那些释放可以进一步

触发二次反应或聚合的其他小分子的

机制。在此，我们报道了一种新型的

基于 n -杂环碳 -碳二酰胺 (NHC-CDI)

加合物的柔性激活力敏单元，在机械

力的负载下，可以释放 NHC，有着触

发二次反应和后续聚合的潜力。

前言简述：

 ▲【图 1】柔性激活的力敏单元实例；a)氧杂降冰片烯（2013，2014）；b)苯基三唑啉二酮 -蒽加合物（2014）；c)N杂卡宾 -

碳化二亚胺加合物（本文工作）

图文速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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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采用 LANL2DZ基组在 B3LYP 理论水平上进
行量子化学计算。在每次计算中，对模型中的末端碳施
加一个拉伸力，以模拟实验条件。a) 模拟活化能 (Ea)-外
加张力 (F)的函数绘制；b) 在不同大小的外力作用下力敏
单元激活的反应路径；上下两个图所选择的反应坐标分别
是 R(上 )，代表力敏单元的总伸长，θ角 (下 )，代表力敏
单元被激活时发生的键弯曲。这些图表示在力的存在下反
应势能面所发生的改变； c)在基态 (没有施加力 )和施加
4nN力的情况下，NHC-CDI机制团激活前后的几何构型。

 ◄【图 3】a) 以异
氰酸酯 1为原料，分
三步合成含力敏单元
的 PMA网络。b)通
过测试NHC-CDI 4，
确定了 NHC-CDI单
元在聚合条件下的稳
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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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a)在压缩力下 NHC-CDI 
3的活化，并使用 PITC捕获被释
放的 NHC。b) 含有单双键的力敏
单 元 NHC-CDI 8 的 PMA 网 络 的
合成。为了排除压缩过程中由于热
或其他影响而激活的可能性，作者
还制备了以 1,6-己二醇二丙烯酸酯
(HDDA)为交联剂，以单双键官能
团 NHC-CDI 8为共聚单体的对比
PMA网络

因为 8只有一个苯乙烯双键，

所以聚合网络中的 NHC-CDI单元

只存在于聚合物链上的悬空基团，

不受机械力的影响。在相同的压

缩条件下，使用相同的捕获剂，

 ►【图 5】力敏单元活化百分率与压缩
压强 (0,74,370,740 MPa)的关系图。每
次实验均施加压力 10 min。误差条代
表 3或 6个单独实验结果的标准差。

 ►【图 6】力敏单元活化百分率与压
缩循环的关系图。实验是通过连续压
缩样品来模拟，每次压缩 10min，每
次压缩时间为 740 MPa。误差条代表
3或 6个单独实验结果的标准差。

对照 PMA网络，其活化率仅为 0.03%，LC-MS谱图中未见其他明显的副产物，从而证明压缩过程中力敏单元的活化只是

由于机械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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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Boydston本科时在俄勒冈大学 (University of Oregon) Michael M. Haley教

授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化学。主要研究方向为脱氢苯并环烯的合成与研究。在完成

学士和硕士学位后，他开始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进行博士研究。2005年，

Boydston博士加入了 Christopher W. Bielawski教授的团队，并与 C. Grant Willson

教授共同担任顾问。Boydston博士于 2007年完成论文，主要研究方向为环化双 (咪

唑 )发色团的合成与应用。毕业后，他搬到加州帕萨迪纳，在加州理工学院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担任 NIH博士后职位。在那里，他在 Robert H. Grubbs教

授的指导下开发了合成和表征功能化环聚合物的新催化剂和方法。2010年夏天，

他回到太平洋西北地区，在华盛顿大学担任化学助理教授。2018年夏天，他搬到

威斯康星大学担任山本家族化学教授。他的研究小组目前专注于电有机合成、聚合

物合成、力化学转导、触发解聚、用于治疗的聚合物和增材制造 (3D打印 )等领域

的发展。他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已经通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职业奖、陆军研究办公

室青年研究员奖、科特雷尔学者奖、卡米尔德雷福斯教师学者奖和华盛顿大学杰出

教学奖得到认可。

 ◄【图 7】a) 含 SIPr-CDI 9的 PMA网
络的合成。b) 以 PITC为诱捕剂，检测
SIPr-CDI 9的压缩活化。c) 合成了单双
键官能团的 SIPr-CDI 11的 PMA网络，
在相同的压缩条件下只有 0.003%的力
敏单元活化，这可以确认力敏单元的
机械力受力活化（同图 4.b）。

讨论与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报道了一种新型的柔性激活力敏单元，它以 NHC-CDI加合物为基础范式，能够在机械力作用下释放小

分子 NHCs。本文用量子化学计算检验了力敏单元对机械力的反应。实验表明 NHC-CDI力敏单元的机械力活化百分比与外

加压缩压力呈正相关，且在多个压缩 -激活循环中激活百分比迭代增加。作者预计本文所发现的 NHC-CDI机制可能可以推

动机械力触发的自愈、自增强和自动报警的先进功能材料的进一步发展。此外，各种 NHCs的亲核性和 Lewis碱度也得到

了很好的研究，这使得进一步研究系统变化的NHC-CDI力敏单元的物理有机性质与力修正势能面之间的关系也将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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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动力疗法 (Photodynamic therapy, PDT)由于具有选择性高、时空精度高、

无创、可控性好、毒性低、可重复治疗等优点，在癌症治疗中具有较大应用前景。

PDT过程经常会涉及单线态氧（1O2）的光敏化，该过程利用氧气产生有毒的活

性氧 (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并通过 ROS诱导癌细胞凋亡，从而抑制肿

瘤的生长。

然而，持续的 PDT过程会迅速消耗细胞内的氧储备，损伤肿瘤血管并形成

固有的缺氧微环境，这严重限制了光疗效果。由于 1O2的寿命短 (10-320 ns)，

在细胞中的扩散距离短 (10-55 nm)，其在内质网中积累量少，而内质网的应激

效果与 PDT诱导癌细胞凋亡密切相关，使得该方法的抗肿瘤效果有限。

蒽已被证明是一种能够增强光敏剂三重激发态的非重原子基团，未取代蒽

的系间窜越效率 (ΦISC)高达 70%。蒽类化合物能够增强光敏化中的 ISC过程，

其衍生物可以通过直接能量转移产生 1O2。它们通过环可逆反应，形成稳定的内

过氧化物中间体并释放 1O2，整个过程无副反应。

NIR-Ⅱ荧光成像是一种无创成像方式，由于其背景极低、分辨率高、组织

穿透深，可以将目标病灶与周围组织区分开。BODIPY化合物由于具有较高的

摩尔吸收系数和优异的光稳定性，是一种有潜力的光治疗化合物。然而，由于

BODIPY衍生物的带隙相对较宽，其 NIR-II发射特性很少被报道。

NIR －Ⅱ荧光分子助力单线态氧“余辉”治疗
翻译整理：张荣；Email：yzzhang@ciac.ac.cn

背景介绍

文章链接

Zou, J. et al. Singlet Oxygen “Afterglow” 

Therapy  wi th  NIR-I I  F luorescen t 

Molecules. Advanced Materials. 2021

https://doi.org/10.1002/adma.202103627

化学通讯

42

https://doi.org/10.1002/adma.202103627


科研进展

如【图 2】所示，研究人员通过纳米沉淀法制备了三

种纳米粒子 (NPs)，紫外 -可见吸收光谱表明三种纳米粒

子的最大吸光度在近红外区，在用 808 nm激光激发后，

ABDPTPA纳米粒子在 1000 nm处显示出强发射峰，证明其

适用于 NIR-Ⅱ荧光成像。而由于其强近红外吸收，在光照

射过程中会产生热效应，促进血液循环，增加肿瘤中局部氧

气浓度，进一步提高 PDT的疗效。通过计算可知 ABDPTPA

纳米粒子的光热转化效率为 20.2%，其产生的局部高温能够

诱导血管正常化，并导致微血管密度的降低和周细胞覆盖率

的增加，减少肿瘤缺氧情况。

光敏剂产生 1O2的能力对于实现高效 PDT过程十分

重要，由于 ABDPTPA系间窜越的自旋轨道电荷转移，

ABDPTPA在二氯甲烷中的量子产率高达 60%，远高于

BDPTPA与 BDPA的 1.2%与 8.3%。ABDPTPA高效的系间

研究内容

 ▲【图 1】(a) BDPTPA、BDPA与 ABDPTPA的结构图 ; (b) ABDPTPA纳米粒子通过 1O2“余辉”效应增强光疗机理
图解

当前，原位可逆化学捕获和 1O2的缓慢释放被认为是

提高暗态下 1O2寿命的合适策略。在这项工作中，新加坡

国立大学陈小元教授等人通过合成三种类型的 BODIPY衍

生物，证明了蒽官能化的 BODIPY衍生物 ASBDPTPA是

一种能够实现单线态氧 1O2可逆捕获和释放的高效无重原

子光敏剂，这种 1O2“余辉”策略为光学治疗提供了新思路。

在这项工作中，研究人员合成了【图 1】中的三种 BODIPY衍生物 BDPTPA、BDPA与 ABDPTPA并进行了基本性质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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窜越能力，使其具备最高的 1O2量

子产率。

ABDPTPA的光动力过程机理

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 1O2的捕

捉，在光照射下蒽与 1O2形成了蒽

内过氧化物；另一部分是 1O2 的

释放，在黑暗环境下，蒽内过氧

化物返回蒽，并缓慢释放 1O2。如

【图 3e】所示，该工作中通过观察

DPBF的降解，首次在二氯甲烷中

研究了 ABDPTPA的“余辉”能力，

在照射溶液后的1min内连续监测，

于黑暗环境下仍能够观察到 DPBF

的进一步降解，证明了该化合物的

连续 1O2释放能力。

有机光敏剂的纳米粒子在水溶

液中通常容易出现分子聚集，而引

发荧光与单线态氧的猝灭。在这项

工作中，研究人员以 SOSG为探针，

探究了 NPs的 1O2产生能力，在激光辐射下，SOSG荧光强度提高了 4.4倍，证明了 ABDPTPA具有强 1O2生成能力。进一

步研究了单线态氧的捕获与释放，由于 ABDPTPA“余辉”效应，1O2的半衰期延长至 9.2分钟。

 ▲【图 2】BDPTPA、BDPA与ABDPTPA的 (a)吸收光谱 ; (b)荧光光谱 ; (c)TEM图像 ; 
(d)DLS结果 ; (e)荧光强度曲线，ABDPTPA NPs的 (f)不同浓度荧光成像 ; (g)有无激
光下的温度变化曲线 ; (h)-lnθ与时间的线性拟合曲线 ; (i)照射 3分钟后吸收光谱 . 

►【图 3】(a)DPBF降
解情况 ; (b)DPBF降
解线性拟合 ; (c)1O2量
子效率比较 ; (d)几何
结构优化 ; (e)暗态下
DPBF 在 ABDPTPA
中的衰减 ; (f)辐照 4
分钟后的相对荧光强
度 ; (g)辐照 1分钟后
存 在 ABDPTPA NPs
的SOSG的荧光强度 ; 
(h)辐照 1分钟后的
对照荧光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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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研究三种 NPs的光疗效果，评估了其细

胞毒性。使用共聚焦激光扫描显微镜 (CLSM)研究

了细胞对于三种 NPs的摄取情况。如【图 4a】所

示，以 DCFH-DA为探针，经过辐照后细胞内产生

的活性氧氧化了 DCFH-DA，并产生具有绿色荧光

的 DCF。实验结果表明 ABDPTPA NPs具有最亮的

绿色荧光，证明其能够高效产生 ROS。体外细胞

毒性实验显示，ABDPTPA NPs对 U87MG细胞的

半最大抑制浓度 (IC50)为 3.6 µg mL-1，它能够诱

导 U87MG细胞产生典型的凋亡。上述结果证明了

ABDPTPA纳米粒子能够应用于光动力疗法。

进一步研究了 ABDPTPA NPs对小鼠肿瘤的近

红外荧光成像能力。如【图 5a】所示，APDPTPA 

NPs通过强的穿透性与滞留效应被动靶向肿瘤。在

注射 12小时后，肿瘤的荧光强度达到最高。荧光

量化和生物分布结果显示其在肿瘤中有更多的积

累，证明ABDPTPA NPs具有良好的肿瘤靶向作用。

在对小鼠注入 ABDPTPA NPs与 PBS后，使用

730 nm激光进行照射治疗，8分钟后，红外热成像

显示肿瘤温度上升至 47.4ºC。对小鼠进行光动力治

 ▲【图 4】 (a)细胞摄取 NPs并光照 2min后的 CLSM图 ; (b)不同浓
度 ABDPTPA NPs辐照前后的MTT测试 ; (c)IC50值比较 ; (d)流式
细胞术测定辐照前后的 NPs。

疗，并每两天记录一次肿瘤体积，结

果显示 ABDPTPA NPs能够完全抑制肿

瘤生长，并且治疗后小鼠体重仅轻微

增加，说明 ABDPTPA NPs与 PBS的

低暗毒性。对于治疗结果进行 H&E与

TUNEL分析，证明 ABDPTPA NPs在

激光照射下可诱导肿瘤细胞死亡，且

暗毒性可忽略不计。

通过对正常器官进行 H&E染色，

以研究 ABDPTPA的生物相容性。结

果显示细胞核保持良好状态，细胞形

态正常，证明了 ABDPTPA NPs的低毒

性。此外还研究了血液学参数、肝与

肾功能参数，经 ABDPTPA NPs处理后

均未出现不良反应。上述结果证明，

ABDPTPA纳米粒子是一种能够应用于

光学治疗的生物相容性纳米药物。

 ▲【图 5】(a)裸鼠的 NIR-Ⅱ荧光成像 ; (b)小鼠肿瘤荧光强度 ; (c)24小时后裸
鼠的肿瘤及各器官的荧光强度 ; (d)各处理条件下相对肿瘤体积 ; (e)治疗期间小
鼠体重 ; (f)不同组小鼠肿瘤重量 ;(g)肿瘤的 H&E和 TUNEL染色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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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PBS+ 激光、ABDPTPA 
NPs 与 ABDPTPA NPs+ 激光组小
鼠的 (a)红细胞 ; (b)白细胞 ; (c)淋
巴细胞 ; (d)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 
(e)丙氨酸氨基转移酶 ; (f)碱性磷酸
酶 ;(g)总蛋白 ;(h)血尿素氮 ;(i)肌
酸酐参数

本文提出使用 1O2“余辉”策

略用于肿瘤治疗。该策略利用蒽与

BODIPY的结合通过自旋轨道电荷

转移增强了 ISC效应，从而实现了

作
者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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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的生物材料，以及诊疗一体化等生物医学领域研究。

总结

1O2的可逆捕获与释放。ABDPTPA纳米粒子成功延长了 1O2半衰期至 9.2分钟，具有较强的 1O2生成能力，且毒性较低，

适合用于由 NIR-Ⅱ成像引导的低剂量光疗。该材料经激光照射有效抑制了肿瘤的增殖，且无不良反应。本工作证明了通过
1O2“余辉”策略能够进一步发展肿瘤的光学治疗。

*此项目得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启动基金 (NUHSRO/2020/133/Startup/08)、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纳米医学转化

研究计划 (NUHSRO/2021/034/TRP/09/nano Medicine)、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2019M650121)的资助

资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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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阅读 朗诵 旅游

Hello，大家好！我是化学通讯编辑部

的吴鸿翔！非常高兴有机会可以通过

线上的方式向大家介绍我自己。

《化学通讯》电子刊是中国化学会的内部会员通讯刊物，
主要面向会员介绍学会工作进展，传播国内外化学信息，介
绍国内外化学发展新动态、新进展，普及化学知识，交流学
术活动经验，促进化学学科的发展。2021年初，了解到化学
通讯招聘正在学生编辑，刚到所里的我立刻递交了学生编辑
申请，很荣幸的进入了我们的学生编辑团队。

刚开始接手化学通讯的微信公众号，原创稿件严重不足。
在编辑部主任和各位老师的指导下，我们通过持续不断的约
稿，收到了许多科研工作者和科普大家的科研工作进展及原
创科普稿件；我们还举办了科普大赛、“美丽化学”主题摄
影征集等活动，与许多优秀的撰稿人建立了长期合作。在我
们的努力下，目前我们的稿源已经十分充足了，化学通讯微
信公众号的关注度和阅读量也持续上升，这样正向的反馈让
我们更有信心把化学通讯的公众号和电子刊做得更好。

作为一名化学领域的研究生，能够有机会向公众传播化
学领域的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而科普是用一般人能听得懂的语
言去传播知识，传递科学的思考方式，帮助读者辨别“科学”
与“伪科学”，避免陷入看似“高大上”的骗局。再进一步
来讲，我认为科普的目的不仅在于“防骗”，现今科技高速
发展，不同研究领域的交叉碰撞可以引燃更绚丽的科学火花。
我们化学通讯也致力于传播最前言的科学进展，以期化学领
域或其他领域的科研人能从中找到灵感。

科普工作给我带来充实感和成就感。化学通讯的工作任
务与我自己的科研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工作中阅读到优秀的、
及时的前言报道和科普内容让我获益匪浅。同时，我也很开
心可以在工作中有机会与很多的投稿人交流，向科研牛人和
科普工作者学习。

读者们能从我们发布的作品中有所收获，就是我们前进
的意义。我们会继续加油，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电子刊办
得更好，为读者呈现更快、更准、更有价值的科普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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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长春应化所联合编

辑部的新媒体运营 /记者高南星，很

荣幸能够在 2021年 9月加入编辑部工

作，为科学传播和专业科普做出贡献。

《化学通讯》1932年在北京创办，是

由中国化学会和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

化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化学会会

员内部读物。包括电子刊、微信公众

号、抖音号。办刊宗旨为服务于化学

化工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化学教师以

及学生会员等，成为了解化学学科信

息的重要渠道。其编委团队由化学科

普及教育等领域的国内外知名专家组

最后，打一个预告：12 月份会有科普讲座，

希望大家继续多多关注 ~ 有什么问题也可

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

成，联合编辑部则维护期刊日常管理

运营。

10月份，为了更好地与读者、撰

稿人沟通交流，《化学通讯》举办了

第一次线上座谈会。高效沟通、头脑

风暴是座谈会的核心要义，很幸运，

我们一群人朝着共同的目标奋勇前

行，文章单日阅读量从 100到 3000，

公众号粉丝月增也可达

500人，缺少的从不是

机会，而是去创造的勇

气和力量。

作为博士生，目前

的首要任务肯定是科研学习，编辑部

的工作则为生活注入了更多色彩，我

几乎是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投入在了

《化学通讯》公众号运营上，期盼自

己能与之共同成长，也认识了各个高

校研究所的优秀老师、同学，有了更

宽广的视野，也会更坚定，更有动力

走接下来的路！

高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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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电影	音乐	旅行	自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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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编辑风采

我从 2015年刚进大学开始运营公

众号，有大大小小的官方号，也和朋友

开过个人号，当时纯粹当作是兴趣来看

待，却没想到在 2021年年初能够迎来

一个这样宝贵的工作机会。

我们学生编辑团队从 3月开始接手

化学通讯公众号，虽然刚开始仅有 300

多关注，而且也错过了公众号发展的红

利期，但 5年多的公号运营经验给了我

信心，因为只要持续有好的内容，我们

就一定可以做好这个公众号。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原创稿件

数量不够多。我们通过举办科普大赛，

大力投放推广，并拉动身边人进行投稿，

慢慢地有了第一批稳定长期撰稿人的

积累，也拉起了撰稿人的群。经过半

年多的努力，我们的稿源已经十分充

足了。

我们遇到的第二个困难是关注度

太低，粉丝增长缓慢。与主编协商之后，

我们开启了阅读量奖励制度，引导撰

稿人和读者积极转发，通过口口相传

的口碑积累，我们现在的关注人数半

年内翻了近 10倍，现在依旧保持着稳

定乐观的增长率。

我们遇到的第三个困难是时效性

不够。因为化学通讯有完整的审稿机

大家好，我是化学通
讯的新媒体运营编辑
楚宇逸，很高兴能够
承担这份工作，为科
学传播和专业科普做
出贡献。

制，而科研的热点需要迅速把握，才

能获得好的阅读量和传播效应。发现

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开始与作者进行

约稿和编辑直通车制度，如果作者有

将要发表的工作，可以提前将解读稿

撰写好发给我们，化学通讯公众号中

文解读与英文文章同时上线。进行了

几次试验之后效果很不错，研之成理、

科学温故社等公众号也积极转发我们

的原创稿，这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

我们在下一阶段将更加关注稿件

的质量和时效性，以及拓展优质科普

稿件和化学竞赛解读稿。因为我们的

电子刊是中国化学会的会刊，有很多

的会员是全国各地的优秀中学老师和

学生，我们将继续力争做一流的化学

前沿科学传播，做好专业的科普。

在工作的过程中，我也享受在其

中。由于编辑部主任给我提的要求是

每天要发布 5条信息，我会去寻找最

新最好的文献和对科研人有用的重要

信息，阅读资料的过程中受益匪浅，

这半年几乎没有错过我个人研究领域

中的重要进展，编辑部工作和科研工

作紧密结合了起来。同时，因为作为

编辑需要与撰稿人沟通，以及不断挖

掘新的撰稿人，我认识了很多来自各

个高校研究所的优秀博士研究生，和

他们除开聊投稿事项偶尔也会聊科研

工作，领域交叉也会给我的科研带来

灵感。

我一直认为科普是一件很有意义

的事情，不管是以文字图片还是视频

的形式，让大众多了解一分科学知识，

也就减少了生活中令人不如意的事情，

比如酸碱体质理论、水氢发动机汽车、

量子速读这类骗局，这些看似高大上

的概念只要有专业人士说破也就是那

么回事，就像毛主席所说，舆论阵地

我们不去占领，就会被敌人所占领。

化学通讯在国家的支持下有着充

裕的经费，我们是公益性非盈利机构，

有足够的财力去做科普这样一件费财

费力的事情，能够在这样的组织中工

作我也感到非常荣幸，下一阶段我们

争取有更大的影响力，在同类公众号

中做出差异化的同时力争上游，希望

各位读者和撰稿人多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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