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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汇集

2022年 3月，中国化学会新晋级高级会员32位，祝贺新一批成功晋级的各位高级会员！

序号 姓名 单位

1 班大明 贵州师范大学

2 杜    淼 郑州轻工业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3 付志锋 西南大学药学院

4 葛丽芹 东南大学生物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5 宫利东 辽宁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6 郭黎平 东北师范大学化学学院

7 黄    涛 中南民族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8 金京一 延边大学理学院化学系

9 李东祥 青岛科技大学

10 李    权 四川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11 林建明 华侨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12 凌连生 中山大学化学学院

13 刘海清 福建师范大学

14 陆    广 苏州大学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

15 马玉荣 北京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16 彭    朴 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17 亓昭鹏 黄山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32 位会员新晋级为高级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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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化学会 2022 年 3 月份新晋级高级会员中国化学会 2022 年 3 月份新晋级高级会员

序号 姓名 单位

18 石建军 安徽理工大学化学工程学院

19 孙丽萍 黑龙江大学

20 孙    绚 山东大学化学院

21 台夕市 潍坊学院化学化工与环境工程学院

22 田维全 重庆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3 王东琪 大连理工大学

24 吴    同 宜宾学院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部

25 邢国文 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

26 邢彦军 东华大学

27 徐海军 南京林业大学化学工程学院

28 徐    晖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植物保护学院

29 徐英明 黑龙江大学化学化工与材料学院

30 许    岩 南京工业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31 阳明书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32 张    泽 安徽工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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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华章

ACS Catalysis 发表
  “Can Li: A Career in Catalysis”文章

近十年，ACS Catalysis期刊遴选国际催化领域著名科学家以专论（Account）
方式予以介绍，迄今，共发表 17篇“Career in Catalysis”的 Account文章，包括国
际催化领域著名学者英国卡迪夫大学 Graham J. Hutchings、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
斯分校 Bruce Gates、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Alexis T. Bell等，李灿是首位被邀登上
该 Account栏目的华人科学家。
李灿的催化研究跨度很宽，尤其在催化剂和催化反应的光谱表征研究方面

贡献卓著，贯穿其学术生涯。1998年，李灿成功研制第一台用于催化和材料研究
的紫外（共振）拉曼光谱仪，在国际上最早利用紫外拉曼光谱解决分子筛骨架杂
原子配位结构和合成机理等问题；发展了纳米笼中的手性催化合成并同时成功
研制用于手性分子结构表征的短波长手性拉曼光谱仪，长期探索 DNA催化等基
础科学问题；基于多年基础研究成果，2006 年成功研发汽油和柴油超深度脱
硫技术，两项技术均实现工业化，为我国大气雾霾治理作出贡献，在燃料油超深
度脱硫的研究中发展了乳液催化，并拓展到水油两项的有机催化合成。2001年
起，李灿逐步转向可再生能源转化利用的研究，致力于太阳能光（电）催化分解水、
二氧化碳还原等人工光合成研究和新型太阳电池探索研究等太阳能转化和利
用科学研究，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先后提出了异相结、晶面间光生电荷分离等
原创性新概念，受自然光合作用中光反应和暗反应机制的启发，提出可规模化太
阳能分解水制氢的“氢农场”策略，光催化和光电催化分解水体系的太阳能制

近日，催化领域的重要期
刊 ACS Catalysis 以“Can Li: A 

Career in Catalysis”为题，发表了
介绍我所李灿院士的 Account

文章。该文章以时间轴为主
线，从李灿研究生、博士后开始
到独立从事科研工作，以学术
和工作经历穿插叙述相结合的
方式，系统综述了李灿过去近
4 0 年的学术生涯与主要学术
成就，并回顾了李灿的每一
位导师，以及部分朋友、研究
助手和学生在其科研生涯中所
作出的贡献，展示了李灿的重
要、原创性概念和其发现的演
化脉络，值得催化领域的同行、
特别是青年学者阅读。

转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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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华章

8 月的大连云淡风轻、碧海蓝

天，夹杂着海蛎子味的海风

扑面而来。李灿与妻子、女儿

结束了国外访学工作，回到了“尘封”3

年的家中，一番简单收拾，当天下午，

李灿就回到大连化物所上班了，启动

紫外拉曼光谱的研制工作。

这一年是 1996 年，国际紫外拉

曼光谱应用与催化方面的相关研究

刚刚开始，李灿迫切地希望尽快在国

内开展相关研究，及早在国际催化界

占一席之地。

从此，他很少休过周末、节假日，“似

乎有使不完的劲儿，干不完的工作”。

拉曼光谱是表征催化剂和催化

反应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但多年来

并未在催化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主

要困难是荧光干扰和灵敏度低。

回国前的 3 年，李灿在美国西

北大学催化与表面研究中心工作，

他与国际表面催化领域顶尖专家、

中心教授 Pe t e r  S t a i r 合作，在实验

上证明了紫外拉曼光谱可以避开荧

光干扰，这也是第一次利用紫外拉

曼光谱仪成功获得实用催化剂的拉

曼光谱。这一成果在美国催化界备

受关注。

回国后，李灿首先需要解决的

问题是紫外拉曼光谱技术。研制过

程历经波折，由于国际上当时连续

波紫外激光器刚问世不久，获得稳

定激光光源很困难。此外，李灿带

回来的分光系统在紫外区未镀膜，

光栅也不能在紫外区工作，更严重

是，加工内反射椭圆收集光镜等关

键部件时遇到困难。

李灿带着团队一面自力更生，一

面到处联系可加工部件的工厂，解决

一个个技术难题。

经过 2 年的努力，终于在 1998

年底，成功研制出了国内第一台用于

催化和材料研究的紫外拉曼光谱仪。

兴奋之余，李灿马上投入了新表征技

术的催化研究：催化剂表面积碳、分

子筛合成、杂原子分子筛结构表征等

等。

团队利用紫外拉曼光谱仪，在国

际上第一次成功鉴定杂原子分子筛

中骨架过渡金属杂原子结构，杂原子

分子筛催化剂的活性中心结构是当

时绿色氧化催化的关键科学问题。时

至今日，国际上过渡金属杂原子分子

筛的研究，多采用紫外共振拉曼技

术表征其活性中心。

氢效率保持最高记录；自主研发了具
有原创性的时间 -空间分辨的光生电
荷原位动态表征方法等。在太阳能分
解水制氢研究的基础上，李灿提出将
光反应和暗反应分两步进行的策略实
现太阳燃料（也称“液态阳光”）合成，
即利用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实现分解
水制氢（光反应），然后解决二氧化碳
加氢制甲醇等燃料（暗反应）的两步
法合成太阳燃料甲醇，2020 年完成了
全球首套千吨级规模太阳燃料合成示
范，对我国新能源发展、实现“双碳”
目标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李灿是著名的物理化学家，为我

国和世界催化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他的工作受到催化领域高度认

可。2004年，李灿成为第一位荣获“国
际催化奖”的发展中国家科学家。
2008 年，他当选为国际催化理事会
主席，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当选该学会
主席的第一位中国科学家，也是出任
该学会主席的第一位发展中国家科学
家。2016 年，作为会议主席，李灿成
功组织举办第十六届国际催化大会，
这是被誉为催化领域的“奥林匹
克”会议首次在中国举办，是中国从
催化大国向催化强国迈进的起点。李
灿还积极推动中国与其它国家在催化
与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先后建立中
法联合催化实验室、启动中荷战略合
作联盟、中日韩前瞻计划等国际催化
合作项目。

李灿为我国催化科学的学科布
局、发展战略规划、人才培养和引进
等科技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
曾任催化基础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在其任职期间，实验室持续取得了一
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基础研究成
果和重大产业技术成果，已成为国际
知名的催化研究中心。李灿先后多次
担任中国化学会催化专业委员会主任，
为提携年轻科学家、推动国内学术活
动和合作研究方面作出大量贡献。李
灿作为共同主编的 Chinese Journal 

of Catalysis（《催化学报》）目前已成
为国际催化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
刊物之一。（文 / 范峰滔）

李灿：科学道路上的行者
人物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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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拉曼光谱，成为国际催化界

一种标志性研究进展。与此同时，立

足工业需求与前沿难点，李灿还布局

了多相手性催化合成和燃料油超深

度脱硫研究，不仅在基础研究上取得

国际最好的结果，更推进了催化工业

化进程。

此后，李灿不断被邀请写综述、

出席国际会议作报告等。2 0 0 4 年，

李灿成为发展中国家首位荣获“国

际催化奖”的科学家。20 08 年，他

当选为国际催化理事会主席。

经过几代科学家的努力，在李

灿等一批中国催化科学家的带领

下，2016 年，有“国际催化领域奥

运会”之称的第十六届国际催化大会

在北京举行，我国催化科学研究正式

走向国际舞台。

世纪之交，那是李灿
科学研究最为活跃的
时期之一。
彼时，一个“命运之问”
埋藏在李灿心中：百岁
催化科学，未来该何去
何从？
一直以来，中国等许多发展中国

家依赖煤、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资

源，过去的催化研究，主要解决化石

资源作为能源和材料的转化问题，然

而，化石能源带来的环境、生态，以及

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严重。回归人类

生态文明的呼声越来越高。

作为科技工作者，可以做些什么？

“全球气候变化隐隐唤起我作为

科技工作者的良心和责任：不仅仅满

足于自己的科学兴趣，还需关注当下

的环境问题和未来人类生存的生态

问题。”李灿说，发展利用太阳能及

以太阳能为源泉的各种可再生能源

是人类修复地球生态平衡的根本出

路。

李灿带着思考，访问日本，从北

海道开始，一路南下至九州，与所有

主要从事太阳能研究的大学和研究

机构进行了访问交流。

2 0 01 年，李灿做了他科研生涯

中一个重大而又“大胆”的决定：转

移传统催化重心，启动太阳能光催

化分解水制氢研究。因为，利用太

阳能，催化分解水制氢，并将二氧化

碳加氢转化制成甲醇等太阳燃料是

最理想的选择。

之所以“大胆”，是因为这是个世

界性难题。由于其巨大挑战、进展

缓慢，至 2000 年时，我国几乎已无

人坚持光解水制氢研究。

“世界性难题本身就有意义，失

败了也值得。”如勇士般，李灿坚毅

地攀登着科学的高峰。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在李灿多年的挚友、日本东京工

业大学的堂免一成教授的帮助下，他

装配了第一套光催化分解水实验装

置，获得了中石化风险资助第一笔研

究资金……

有了初步条件，找准瓶颈科学问

题，李灿带领团队，埋头攻关“三大

战役”：高效捕光材料、光生电荷分

离机制和高效助催化剂，为太阳燃料

合成打下理论基础。围绕太阳能人

工光合成先后提出太阳能光催化制

氢的“氢农场”HFP 1.0、HFP 2.0 和

HFP 3.0 策略。

二十载初心不变，李灿从自然光

合作用中学习，提出实现太阳燃料合

成的“两步法”，即利用太阳能等可

再生能源实现分解水制氢，然后解决

二氧化碳加氢制甲醇等燃料的两步法

合成太阳燃料。与此同时，开展工业

示范，目前，李灿团队已完成了全球

首套千吨级规模太阳燃料合成示范，

迈出了将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转化为

液体燃料工业化生产的关键一步。

李灿团队在太阳能人工光合成研

究方向取得了多项标志性成果，引起

国际学术界重视，先后两次参与和主

持编制太阳能研究国际白皮书，并在

全世界发布，推动国际太阳能人工光

合成研究。李灿及其所带领的太阳

能研究部受到国家基金委、国家科技

部和中国科学院的资助。2020 年经

专家评审，李灿的团队获得国家基金

委“人工光合成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的支持。如今，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迫在眉睫，绿氢、绿色甲醇等太阳

燃料被国内外专家认为是解决二氧

化碳减排，甚至达到“双碳”目标的

理想途径。

团队成员惊喜地发现，这是一

种必然的“不谋而合”！其实李灿

在 2 0 01 年已经前瞻未来发展，“知

道你要来，我奔赴”。数十年如一日，

咬定青山不放松，“只要踏实坚持

下去，总能为国家和人类作出自己

的贡献”，李灿如是说。

“大凡科学研究追热点易，鲜

有从极冷处入手！”李灿感叹。他

常用这些经历勉励年轻人，科技工

作者要有社会责任感、关切人民需

求，课题立项要有前瞻性，更重要

的是，催化研究应从重大应用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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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华章

中抽提科学课题，切记不要只是从

书本上和文献中找课题、更不应该

简单地跟风追热。

李灿走上催化科学之路，是在大

连化物所读研究生时确立的。在导师

吕永安的指导下，对催化反应的“小

试牛刀”，让他充满兴趣，“这种对科

学研究的兴趣是我以后不断探索科

学的内在动力。”李灿说。

用李灿的学生、大连化物所研究

员范峰滔的话来说，“李老师特别善

于学习，也时刻在学习新的东西。”

在大连化物所学习博士导师郭

燮贤的严谨治学、研精覃思。在日

本读博士，学习老师和同学们的勤

奋，不慕虚名、不追热点，认准目标

并坚持。为了获得更多实验机会，

李灿从早上 8点工作到晚上 1 2点，

“拼命”努力……

1993 年，尽管已被破格晋升为

研究员，但李灿却觉得“不够格”，为

了尽快达到国际水平，他带着深造和拓

宽视野的期望来到国际上著名催化研

究中心——美国西北大学催化与表面

研究中心学习。

在美国西北大学，李灿师从诸多催

化界大师，更是求知似渴，除了具体科

学研究，还特别注重学习大师们的治

学经验。参加了中心多位教授的组会，

学习他们科研组织和管理理念与方式，

了解最新的研究动态；参加几乎每一场

每周五中饭时间的学术报告，沉浸式的

科学研究氛围，让他的创新思维充分

激发。3年里，李灿记了 7大本学术报

告笔记，现在仍常翻看这些笔记，仍有

新鲜感。

“无论自己到了什么样的高度，常

怀感恩之心，铭记师长的指导，提携为

自己默默付出的人。”李灿说。

回到大连化物所，李灿倾注心血，

将所学全部用在研究所科研布局、学

科发展和人才培养中。李灿培养了 160

多名学生、60多名博士后，“弟子”们

也大多成为催化学界的中流砥柱，成

为推动我国催化学术和工业发展的新

生力量。

20 03 年，李灿当选为中国科学

院院士，他没有停歇，而是以此为起

点，开始了新的征程。20 年来，一直

与年轻科研人员一起拼搏在科学研

究的第一线；现在已经进入花甲之年，

李灿仍感“壮志未竟年已逝”，现在，

他每天都去实验室，阅读文献、思考

方向，与研究生探讨，共享喜悦或挫

败。“这就是我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

最大的乐趣。”李灿热爱这种简单

的生活。（文 / 韩扬眉）

 ►图片来源：Photo by free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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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专栏

睡眠使我们的身体恢复活力，并

能强化身体的几乎每一个系统。夜间

睡眠不足通常与白天嗜睡、疲劳、情

绪低落、工作效率不高以及其他健康

和安全问题有关。那我们真正需要多

少睡眠呢？美国国家睡眠基金会建议 

26 至 64 岁的人睡眠时间为 7 至 9 小

时，年龄 ≥65 岁的人睡眠时间为 7 至 8 

小时 [6]。这虽可作为儿童和成人需要多

少睡眠的经验法则，理想的睡眠量仍

需因人而异，决定你需要多少睡眠意

味着要考虑你的整体健康状况、日常

活动和典型的睡眠模式。

别熬夜了，不值得

 ▲【图 1】 每个年龄段的需要的睡眠时间 [6]。

“晚上是一天内最放松的快乐时光，不玩耍会感觉太亏了！”
“只要我夜熬的够久，今天就不会过去！”
“早睡太难，躺着也压根睡不着啊！”
“凌晨是我最清醒、效率最高的工作时刻！”

以上症状，晚睡星人的你中了几条？ 

睡眠质量一词通常用于睡眠医学，可以指睡眠测量的集合，包括总睡眠时间  (TST)、

入睡潜伏期  (SOL)、睡眠维持、总唤醒时间  (TWT)、睡眠效率  (SE)、有时还会发生睡眠

中断事件，例如自发觉醒或呼吸暂停 [1]。睡眠的数量和质量会影响人类健康，睡眠时间和

质量不足与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风险等的增加有关 [2]。此外，睡眠质量和结构的长

期变化还与认知障碍有关，包括痴呆和阿尔茨海默病  [3]。

熬夜后，你觉得的各种身体不适，如头疼、耳鸣、心脏不舒服，可能真不仅仅是错觉或

是心理作用，是身体给你释放的信号。举个例子，最新研究表明，6 -20% 的细胞蛋白质组

是处于昼夜节律控制之下，并随着日常环境循环调节哺乳动物细胞功能 [4]。因此，蛋白质

组的昼夜节律调节影响离子稳态，对电活性细胞（如心肌细胞）的生理产生重大影响。若

强行高强度工作，通俗的来说会导致内部紊乱。这就为，因突发心律失常的猝死提供了生

理层面的有力解释 [5]。

所以，害

怕
了
吗
？

作者：高好好；.邮箱：nxgao@ciac.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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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重要的一条！积极的态度，在你的日程安排中优先考虑睡眠。这意味着为你需要合理规划时间，这

样工作或社交活动就不会与睡眠相冲突。虽然现在缩短睡眠时间可能很诱人，但这样的牺牲不值得，因为睡

眠对于在精神和身体上都处于最佳状态至关重要。

其次，改善睡眠环境 /氛围，包括你的卧室环境和与睡眠相关的习惯，可包括：

那么关键问题来了，如何获得好的睡眠习惯 ?

最后，保证足够睡眠时间的同时，获得高质量的睡眠更是关键部分，你可以简单地通过第二天自己的反馈来判断，是

否能感到精力充沛、神清气爽，从而调节自己的睡眠时间表。但如果你有持续的睡眠问题，仍建议直接寻找专业医生的帮助。

每天坚持相同的睡眠时间表，即使身处周末 /假期。

睡前练习放松动作 [7]，例如深呼吸，这些练习可以降低心率和血压，减缓和加深

呼吸，并增加幸福感，以使其更容易快速入睡。

选择支撑性和舒适性好的床垫，并定期清洗、更换床上用品。

最大限度地减少潜在的灯光和声音干扰，睡前半小时或更长时间与手机和笔记本

电脑等电子设备断开连接。

注意监测咖啡因和酒精的摄入量，并尽量避免在睡前几个小时内摄入它们。

答应我，今晚早睡，不要下次一定。

化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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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觉传感器通常由压力传感器及

应变传感器为主组成。为了确保与非

平整、粗糙和动态的皮肤表面的牢固

贴合接触而又不妨碍日常活动，柔性

触觉传感器应具有低模量、高拉伸性

及良好的耐磨性，此外柔性触觉传感

器还应具有高灵敏度、轻便、低成本

和低功耗的特点。为了实现这些功能，

具有更大的表面积和出色的材料特性

以及与低成本制造工艺兼容的纳米材

料被广泛用于开发柔性触觉传感器。

生物信号是由离子和分子而不是

电子介导的成为技术主要的挑战。对

此，在过去几年中，离子触觉传感器

（ITS）的概念是由包含移动离子和

可变形离子材料组成，即可以感知压

力、应变、温度、湿度，甚至其他外

部刺激的可变形离子传感器。已被引

入以更接近地模仿人类皮肤的触觉感

知能力。特别是可以注意到，类似于

人体皮肤的触觉感知机制，ITS的触觉感知能力依赖于受外部刺激调制的离子的迁移和重新分布，用于人机交互平台

的生物界面。

为了完全模仿人类皮肤的感觉和感官特性，需要开发具有以下特性的材料来实现高性能 ITS：i)材料应具有较高的

柔韧性和均匀的变形能力；ii)设计材料杨氏模量应符合要求；iii)材料应能够在外部电或力刺激下进行离子传导。基于

这些方面，以下是研究者开发具有高性能 ITS的最常用材料。

作者：amier；Email：550074745@qq.com

人类每天都通过皮肤的触觉与外界进行互动，皮肤是我们身体外皮系统中最大的器官，它表现出一系列显

着的特性。可感知压力、应变、温度和湿度等信息。类似于人体皮肤的这些功能，触觉传感器通过多种传感器

的集成，可以给触觉受损的人们提供物体的触觉反馈，帮助人们感知到材料物性、运动与相对位置及环境温度

与湿度等信息，有助于智能装备行为的控制，在物联网和大数据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

 ▲【图 1】触觉传感器模拟人类皮肤

离子触觉传感器离子触觉传感器

化学通讯

08



科普专栏

离子液体

 ▲【图 2】离子液体分类

离子液体 (IL) 被定义为由有机阳离子和有机

或无机阴离子组成的熔盐，其熔点低于 100 ºC。离

子液体显示出令人感兴趣的物理化学特性，例如高

热、化学和电化学稳定性、低粘度、非挥发性和不可

燃性。此外，由于离子液体的多种阳离子和阴离子，

可以高度调节离子液体的物理和化学性质。离子液

体是室温下的高极性熔融二元盐，由阳离子和阴离

子组成，这使它们成为良好的离子导体。典型的离

子液体由含氮有机阳离子和无机阴离子。一般来

说，基于咪唑鎓的离子液体具有较高的电导率，而

基于四烷基铵、吡咯烷鎓、哌啶鎓和吡啶鎓的离子

液体具有较低的电导率。由于有机合成创新赋予了

它们优异的理化特性和出色的导电性，ILs 在触觉

传感器中广泛使用。

 ▲【图 3】离子凝胶复合物类电子皮肤

1

2 离子聚合物和离子凝胶

化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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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Ls 由于其有趣的理化特性而在压力和应变敏感的

ITS 中显示出巨大的潜力。然而，它也面临着未解决的

挑战。一个挑战是它们的“液体”性质，这引起了严重

的问题，例如耐用性低、难以处理、不便携和不可能小

型化。ITS 的主要优点是具有高灵敏度和出色耐用性的

稳健设备架构。为了制造耐用的 ITS，非常需要离子材

料应该具有类似聚合物的机械完整性，同时保持高离子

电导率和良好的电化学稳定性。这可以通过开发离子聚

合物或离子凝胶来实现。离子聚合物，即聚合物电解

质，包括聚合物网络和离子液体，其中离子液体并入聚

合物网络中提供了完全相容的组合。

水凝胶

 ▲【图 4】水凝胶类离子传感器

水凝胶是 3D、交联的聚合物网络，吸水易膨胀。聚

合物网络赋予水凝胶弹性，而水分子使其成为离子导

体。最近，水凝胶已成为具有优异拉伸性、高透明度、可

调导电性和生物相容性的新型离子导体，这使得水凝胶

在软电子产品中有新的应用。水凝胶的这些优异的电气

和机械性能已被用于制造各种设备，包括透明扬声器和

离子电缆等，通过用离子水凝胶代替传统的电子导

体。水凝胶易于制备、价格低廉且具有生物相容性，并

为生物相容性传感平台提供了潜力。

化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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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s离子聚合物 /凝胶及水凝胶被认为是代替人类

皮肤触觉能力的有竞争力的候选者。仿生 ITS中的方法

使传感器的制造具有压力传感范围，可满足各种应用的

特定要求。不幸的是，能够感测多种形式的机械负载的

设备尚未完全开发出来。事实上，大多数离子设备都专

注于仅感知单一类型机械刺激的能力。然而，多模态触

觉感知能力对于创造完美再现人类触觉的传感器至关重

要。水凝胶是生物相容性最高的一类，但其长期稳定性

和耐久性较差。另一方面，离子材料如离子液体和离子

聚合物 /凝胶相对稳定，但缺乏生物相容性。

总结

今天，对于使用假肢的人来说，还没有恢复自然触觉的解决方案。提供自然的触觉可以改善截肢者的生活

质量。ITS 在假肢上的应用将提高假肢在特定活动中的使用能力。总之，在新兴的人机交互机器人、医疗设备

和假肢中使用 ITS 有望在这些领域带来巨大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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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七窍 = 传感器？
  —传感器之化学传感器

作者：成青松；Email：Chengqs1@163.com

人皆有七窍，以食、听、视、息。 —《庄子·应帝王》

一、传感器

 ▲【图 1】人体感官与传感器比较

传感器是一种检测环境中的

事物及其变化的设备。并将检测

到的信息发送给其他电子设备，比

如计算机，来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以熟悉的

七窍进行类比说明，七窍会感受到

我们生存环境中的事物及其变化，

并传递给大脑进行处理，然后我

们会做出相应的反应。这里七窍

相当于传感器，大脑相当于计算机

处理器。

传感器广泛用于日常生活中，

比如通过触摸不同时间而变暗或

变亮的台灯以及楼道中的声控灯，

对温度、压力或流量进行测量的

各类设备，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大

多数人从未意识到的应用。它被

应用于汽车、机器人等我们日常

生活中方方面面。

传感器：小名 S e n s o r，特点是

微型化、数字化、智能化等。传感

器的发展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

一阶段是结构型传感器，它利用

结构参量变化来感受和转化信号。

第二阶段是固体传感器，这种传

感器由半导体、电介质、磁性材料

等固体元件构成。第三阶段是智

能传感器。对外界信息具有一定检

测、自诊断、数据处理以及适应能

力，是微型计算机技术与检测技

术相结合的产物。

自然界中所有生物都具有传

感器，用于感受外界的刺激而更

好的生存下去。我们将这类传感

器归类为生物传感器。在人的感

觉 器官中，视觉，听觉和触觉获

取物理信息，与之相关的是物理

传感器。嗅觉、味觉获取的是 化

学信息，与之相关的称作化学传

感器。

二、化学传感器

人的感觉有很多局限性，它对许

多有味物质的感觉比较迟钝，感觉到

的化学物质种类有限，比如人的嗅觉

不能识别一氧化碳而不知不觉的中

毒。化学传感器的出现，突破了人类

感官的局限，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对一

氧化碳敏感的半导体来制备化学传

感器，方便快捷的检测室内一氧化碳

的含量来防止中毒。

对化学物质的各种特性，如浓

度、成分及其变化等进行检测并转

变为电信号的传感器叫做化学传感

器。化学传感器包括电化学传感器、

光化学传感器、质量化学传感器和

热化学传感器。如果继续细分，电化

你知道传感器在人体中扮演什么角色吗？
是的，传感器扮演了人体七窍的角色。

化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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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传感器又可以分为电流型、电位型

和电导型。

电位型传感器 ( potent iomet r ic  

sensors) 是将溶解于电解质溶液

中的离子作用于离子电极而产生

的电动势作为传感器的输出，从而

实现离子的检测。电流型传感器

(amperomet r ic  sensor) 是在保持电

极和电解质溶液的界面为一恒定的

电位时，将被测物直接氧化或还原，

并将流过外电路的电流作为传感

器的输出，从而实现化学物质的检

测。电导型传感器是以被测物氧化

或还原后电解质溶液电导的变化

作为传感器的输出，从而实现化学

物质的检测。

化学传感器的主要参数有灵敏

度、响应时间、选择性和稳定性。

 ▲【图2】化学传感器示意图 [1]

化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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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侵入性可穿戴化学传感器在

个人健康监测和医疗诊断领域获得

了极大的关注。与传统的诊断方法

相比，这些传感器提供了非侵入性、

实时和连续的目标生物标记物监

测；以及用于检测不同生物流体中

生物标记物的分析检测。可穿戴化

学传感器的设计包括纹身、服装和

配件。成功开发无创可穿戴的化学

传感器将有效帮助用人们管理个人

健康，预测潜在疾病，并最终提高

整体生活质量 [1]。

三、化学传感器研究国际前沿

 ▲【图3】非侵入性可穿戴化学传感器示意图 [1]

理 想 的 化 学 传 感 器 要求 灵敏 度

高、选择 性 好、长期稳定以 及快

速响应。

化学传感器的功能实现包括

两个主 要 步骤，即识 别 和 传导。

在识别步骤中，被测物选择性地

与传感器识别元件相互作用，导

致物理参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

通过产生输出信号的传感器来反

馈。化学传感器的目的是检测化

学物质的浓 度，组 成等。化学传

感器的原理是利用对某种组分或

浓度敏感的元件与被测物接触，

造成敏感元件性质发生变化来检

测物质的组成或浓度。

化学传感器的制备材料有：半

导体材料、陶瓷材料、温敏材料，发

光材料等。化学传感器广泛应用于

科研、化工、各种检测机构等，比如

临床医学，工业流程，环境检测（检

测还原性气体，城市排放气体，燃烧

气体）等。常见的化学传感器有：数

字温度计、pH 计、电导率计、浓度传

感器、分光光度计以及各种离子传

感器等。化学传感器的发展，推动了

社会的进步，让我们在生活中实实

在在的感受到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

作用。

化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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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化学

传感器技术逐渐受到了更多的关

注。基于光电通信和生物学原理的新

型传感器技术是推动信息化产业进步

的动力。现代传感器技术的发展趋势

是开发新材料、新工艺和新型传感

器；是实 现 多功 能、高 精 度、集

成化、智 能 化、微小型化以及无

线网络化。

化学传感器受外界环境影响，

因此，应该最大程度优化其性能

参数与指标。在未来，化学传感器

将主要用于环境保护和监控、疾病

预防和治疗以及提高人们的生活

质量。

四、化学传感器未来展望

石墨烯是一种单原子厚的  s p 2 

杂化碳原子片，以六角蜂窝状晶体

结构填充。这种结构赋予了石墨烯

在电学、热学和机械性能方面的优

势。石墨烯的另一个有前途的特性

是大表面积，它已被用作新型电子

器件，特别是用于超灵敏化学传感

器和结构部件应用的增强。但是石

墨烯的应用受到合成技术问题的挑

战，为提高石墨烯的可用性而进行

的修饰引起了广泛关注 [2]。

各种基于有机场效应晶体管  

(O F E T )  的传感器也被广泛研究，

由于  O F E T  的优势，包括制造多  ▲【图 4】OFET传感器示意图 [3]

功能性和对外部刺激的高灵敏度。然而，传感性能仍需提高，以满足实际

应用要求，特别是高灵敏度和短响应时间。在所有的有效策略中，超薄有

机半导体（O S C）薄膜器件表现出显著提升的传感性能，获得这些超薄

O S C 薄膜的制造方法具有重要意义和多样性 [ 3 ]。

化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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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mier；Email：550074745@qq.com

MXene 在压力传感方面的应用

最 初，一 个 M X e n e 分 散 多

层制 备 是 基 于 柔 性 压 力 传感 器

M X e n e 无水乙醇中的粉末并将其

滴涂在柔性基材上。虽然它显示了

使用的可能性 M X e n e s 构建压力

传感器，灵敏度和检测范围有限，

灵活性差。这归因于合成中存在的

杂质 M X e n e , 之间的弱相互作用

M X e n e 片材，以及由蚀刻引起的

缺陷。为了提高性能，一些研究人

员使 用了激 光 打印，热 敏 打印，

磁控溅射沉积等技术构建微结构

M X e n e 压力传感材料。然而，复

杂的加工工艺并没有从本质上改

变其性能，反而大大增加了成本。

因此，一些研究人员引入了具有活

性基团的聚合物与 M X e n e s（改性

和非改性）以提高柔性传感材料的

机械性能和导电性，从而拓宽柔性

传感材料的应用 M X e n e s 在灵活

的压力传感中。目前，通过这些方

法获得的传感材料大致可分为以

下四种形式：织物、薄膜、气凝胶

和水凝胶。

制备方法 MXene 系列柔性压力传感器

随着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到来，电子技术、人工智能、个性化医疗得到了迅速发展，带来了对智能传感器设

备的需求爆发式增长。在可预见的前景，学术界和工业界都出现了对柔性可穿戴和可植入传感器的研究热潮。

将压力转换为电信号的压力传感器在各类柔性传感器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运动健身、健康监测与评估、临床

诊断、工业机器人等领域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

MXene 是材料科学中的一类二维无机化合物。这些材料由几个原子层厚度的过渡金属碳化物、氮化物或

碳氮化物构成。它最初于 2011年报道，由于 M X e n e 材料表面有羟基或末端氧，它们有着过渡金属碳

化物的金属导电性。化学式为 M n+1X n (  n=1-3)，在过去十年中得到了广泛的研究。M Xenes 的前身  是一

种称为 M A X 相的陶瓷材料（其中  M 代表早期过渡金属，例如 Ti、V、N b、Cr、Mo、W 或它们的组合；A

是指来自主要 I I I 族的元素，例如 Al或 Ga；并且 X 是 C、N 或它们的混合物）。MAX相具有优异的延展性、

导电性和强度。在 MAX 阶段选择性蚀刻 A 层可以获得手风琴状 MXene. 这意味着层间距为 M Xe n e s 理

论上很容易在外力作用下发生变化，从而引起内阻反应，从而 M X e n e s 可应用于压力传感器。与石

墨烯相比，M A X 中的 M 和 X 原子更稳定。此外，M A X 具有共价键、金属键和离子键，所以 M Xe n e

与仅包含 C—C 键的石墨烯相比，具有更丰富和可调节的特性。实际上，M Xe n e 通过不同的合成方

法获得的具有不同的官能化末端，这有利于将它们与其他功能材料结合形成高传感性能的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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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织物柔性压力传感器

一般采用经处理等离子表面亲水处

理或超声波清洗的商用柔性织物有效粘

合MXenes 通过浸渍和喷涂。织物粗糙

的表面和丰富的羟基与 MXenes 构建微

纳米结构并改善传感器的性能。 为了

提高织物传感器的稳定性，一些研究人

员给出了 MXenes 或织物疏水性以获得

稳定、长效的柔性压力传感器。此外，

一些研究人员使用混合 MXenes 和聚合

物作为纺丝溶液来制备 MXene基纤维

通过纺丝技术，然后由机织织物或纤维

制成柔性压力传感器。

 ►【图 1】Mxene改性的织物传感器

水性 MXene溶液具有优良的分散性和加工性，可通

过过滤、沉积等方法生产复合薄膜。一些研究人员通过允

许 MXenes 通过直接干燥或真空干燥自然沉降。 或者，可以

通过过滤制备膜，其中除去大部分水，然后将膜干燥以提高

材料之间的结合程度。 在这个过程中，首先通过真空力加

强材料间的结合力，然后利用水分蒸发产生的沉积力，获得

具有强界面效应的复合薄膜。为了进一步规范和设计材料的

微观结构，通过逐层自组装过滤获得薄膜。这样可以防止重

复堆叠 MXene纳米片，从而提高传感器的性能。此外，一

些研究人员还直接选择了柔性薄膜基板，通过喷涂和旋转涂

层的方法获得了带涂层的柔性压力传感器。MXene基复合

涂层溶液。 

 ▲【图 2】MXene薄膜传感器

 ) 2. 薄膜柔性压力传感器

化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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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是混合 MXenes 与

其他聚合物（聚乙烯吡咯

烷酮、聚（3,4-乙烯二氧噻

吩）、聚（4-苯乙烯磺酸

盐）、聚多巴胺等）一起使

用 MXene 表面基团与聚合

物相互作用，然后使用聚合

反应形成水凝胶。 通过氢

键和多维交织形成多网络结

构，可以提高水凝胶的力学

性能。构建的多网络结构可

以赋予水凝胶柔性压力传感

器其他性能，如防冻、自我

修复， 超强附着力等，使

其在人造皮肤等智能传感方

面更有潜力。

到目前为止，主要的制备方

法 MXene基气凝胶是冷冻干燥和

还原自组装。冻干方法分为普通冻

干、 单向冷冻干燥和双向冷冻干

燥。 定向冷冻干燥可以通过控制冷

却温度、冷却速度和冷却方向来调

整气凝胶的微观结构，从而获得有

序的骨架。 这种结构可以促进压力

的传递和消散，有利于提高性能，

延长使用寿命。此外，通过双向冷

冻干燥构建的气凝胶通常具有更好

的各向异性，因此具有更好的力学

性能。还原自组装法是利用化合

物中的活性基团成分与 MXenes 形

成自组装凝胶，然后通过还原增

强材料的导电性。 此外，研究人

员使用海绵或泡沫作为骨架，浸

渍 MXene 解决方案将它们附着在

骨骼上，或使用壳聚糖作为粘合剂。  ▲【图 3】Mxene复合气凝胶压力传感器

 ) 3. 气凝胶柔性压力传感器

 ) 4. 水凝胶柔性压力传感器

 ▲【图 4】MXene复合水凝胶压力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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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Xenes由于其良好的导电性、机械性能、亲水性和易于控制等优点，在柔性压力传感器领域受到越来

越多的关注。近年来，在材料微观结构、传感机制和性能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MXene- 基于柔性

压力传感器。未来的一个主要方向是调整微观结构MXenes并选择合适的材料获得高灵敏度、宽响应范围的

柔性压力传感器，实现在运动监测、健康检测、临床医学等领域的实际应用。

生命之“息”——微量元素硒的生物效应
作者：成青松；Email：Chengqs1@163.com

 ►【图1】硒元素 [1]

硒元素如此可爱又神秘，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
用。我们要想认识硒元素并了解它的生物效应，就得从源头说起。
1817 年，瑞典化学家 J.J.Berzelius 发现了微量元素硒，并给他起了
一个优雅而浪漫的名字：Selene。希腊语中，Selene 是月亮女神的意
思，象征着光明和希望。直到 1975 年，硒元素被确立为人体必需的
微量元素。1988 年，中国营养学会将硒元素列为每日膳食营养素并
提出成年人应每日摄入 50-250 微克；2014 年，将硒的日摄入最低量
从 50 微克上调到 60 微克。而硒在人体无法合成，要满足人体对硒
的需求，就需要每天补充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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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06年，江西省丰城发现富硒土壤。丰城也

因富硒土壤的存在成为百岁老人最多的地方。硒元素对

人和动物的生长发育至关重要，具有多种营养作用，人

的生长、发育、衰老与疾病都与微量元素硒有关。硒的

生物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抗氧化性：微量元素硒参与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

的合成，这种酶使有害的过氧化物还原为无害的羟基化

合物，保护生物膜的结构和功能。

2. 提高免疫能力：硒对人体的免疫功能起着积极作

用，刺激免疫球蛋白和抗体的产生，增加机体对疾病的

抵抗能力。

3. 抗重金属：硒在体内可以和许多重金属反应，比

如硒具有拮抗和减低汞、镉等元素的毒性作用。

4. 微量元素硒参与体内多种内分泌代谢活动。如：甲状腺激素、雄性激素、胰岛素等。此外，硒还参与了眼睛中光子

转换成电信号的过程等。

 ▲【图 2】硒的生物效应

一、硒元素简介及资源分布

硒是一种非金属微量元素，与硫元素性质相似，有四种氧化态：-2、0、4、6价。大致可分为硒单质、无机硒和有机硒三类。

硒资源微量广泛而又不均匀的分布在地球上，中国是一个缺硒大国，同时湖北恩施因为高富硒而被称为世界硒都。

 二、硒的生物效应

 ►【图 3】硒的生物效应和浓度的关系

三、影响硒生物效应的因素

1. 摄入量的影响：日常生活中，微量元素硒的使用有

严格的限制，缺硒会造成疾病，过量的硒摄入又会引起中毒，

具有两重性。作为微量元素，硒在人体内的含量有限，只

有一个狭窄的安全范围，如【图 3】表示。

2. 存在形式的影响：硒元素总量测定不能提供准确的

硒的生物效应的可用性信息。因为硒元素不同形态有不同

的营养作用和毒性。植物可利用的硒形态有三类：有机硒

化物、硒酸盐和部分亚硒酸盐。人和动物对有机态硒的吸

收和利用率高于无机态硒。

四、硒的生物效应机理及代谢

硒的营养作用主是通过清除活性氧自由基，分解过氧化

物来完成的。通过谷胱甘肽过氧化酶发挥其生物活性，防止

因脂质过氧化物堆积所造成的心细胞及其他细胞的损伤，从

而保护生物膜的完整性。

摄入的硒通过肠道吸收。吸收的硒首先进入血液，与血

浆蛋白结合。然后由血液转运到全身各个器官和组织。肝有

存储硒的功能，当体内的硒缺乏时，肝中的硒可以输送到全

身。体内的硒可以通过消化和呼吸系统排出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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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老百姓的传统认识中，药补不如食补。在内脏和海产品，瘦肉，谷物，
奶制品，水果蔬菜中，备受青睐的是天然有机植物活性硒，比如富硒玉米，硒以硒
代氨基酸存在，人体吸收率达到 99%以上，既满足了人体硒元素需要，又解决了硒
的吸收和代谢率偏低等难题。
此外，微量元素硒可以促进植物生长；增强农作物的抗逆性；增产效果明显；

也提高了作物中的硒含量；可改善农产品品质、风味和口感。

人体中硒含
量取决于食物、
饮 水 中 的 硒 含
量，食物中硒含
量又取决于地质
环境的硒水平。
植物吸收环境中
的无机硒进行转
化和积累。硒在
植物中通常以硒
酸盐、亚硒酸盐
和有机态硒的形式存在，而其中有机态硒又以各种可溶的硒代氨基酸和硒蛋白的形式存在。通过用富硒饲料或富硒植物
喂养动物可以对硒进行进一步的积累，作为富硒产品供人食用。人对植物性产品中硒的生物学利用率大于动物性产品。
人对有机态硒的吸收率高于无机态硒。

[1] 彭晓敏，高愈希. 自然界中的硒及其生物学效应[J]. 化学教育（中英文）. 2019.40(17).
[2] Svetlana Malyugina, Sylvie Skalickova, Jiri Skladanka, Petr Slama, Pavel Horky. Biogenic Selenium Nanoparticles in 

Animal Nutrition: A Review[J]. Agriculture 2021, 11, 1244. https://doi.org/10.3390/.agriculture11121244.
[3]  Jinping Cao, Xin Liu, Yuanzhi Cheng, Yizhen Wang, Fengqin Wang. Selenium-enriched Polysaccharide: an Effective 

and Safe Selenium Source of C57 Mice to Improve Growth Performance, Regulate Selenium Deposition, and Promote 
Antioxidant Capacity[J]. Biological Trace Element Research. https://doi.org/10.1007/s12011-021-02832-w.

[4] Nan Chen, Changhui Zhao, Tiehua Zhang. Selenium transformation and selenium-rich foods[J]. https://doi.org/10.1016/
j.fbio.2020.100875. 

 ▲【图 4】硒在食物链的传递

 ◄【图 5】富硒玉米（图片来源于网络）

五、硒在食物链的传递

六、硒的食物来源

硒元素仍然是科学界争论的焦点。生物纳米技术为硒在
动物营养中的应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生物源硒纳米颗
粒具有低毒、改善抗氧化状态和增强人体免疫反应的作用。对
硒在动物营养中的应用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 [2]。
以肠杆菌 cloacae菌株 Z0206为原料，在有氧条件下，将

四价态的硒还原为元素硒和有机硒，制备富硒多糖 (SeEPS)。

SeEPS可作为无机硒的替代品，在改善动物生长性能、提高抗
氧化能力、调节硒沉积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3]。
人体内已经鉴定出 25种硒蛋白，这些硒蛋白具有多种生

理功能。有机硒比无机硒安全，可作为缺硒地区人群的营养补
充。超营养摄入硒已被声称可以预防癌症，缺硒地区的人食用
富含硒的食物可能是最安全、最好的建议 [4]。

七、硒元素生物利用国际前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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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李万斌 Acc. Chem. Res.：金属—有机
骨架的气相处理

文献解读：fly；Email:2609274743@qq.com

2021年 12 月 27 日，暨

南大学的李万斌副教授课题

组 在 Acc. Chem. Res. 上 发

表了一篇题为“Vapor-Phase 

Processing of Metal–Organic 

Frameworks”的新研究。

该研究团队概述了他们在结晶 MOF材料气相处理 (MOF-VPP)的开发和应用方面的一些努力和相关研究。该研究通

过对气相处理策略及其潜在机制的讨论和分析，为 未来MOF 及相关材料的可控合成、功能化和应用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论文通讯作者是李万斌；第一作者是 Pengcheng Su。

 ▲【图 1】MOF-VPD过程是由金属前驱体的沉积和连续的气固反应形成MOF膜。

由有机连接子和金属节点形成

的多孔金属 - 有机框架 M O F 因其

高比表面积、可调的孔径、多种物

理化学性质以及在催化、吸附、分

离等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引起科

研工作者们广泛研究。M O F 材料

在膜分离和光电子学方面应用，需

要将 M O F 处理为薄膜。大多数薄

膜形成方法都是在液相中合成。在

液相中很难控制前驱体的传输和

核的形成，通常会导致溶液中形成

颗粒。此外溶剂的使用还会带来环

境和安全问题。相比之下，气相处

理方法具有环境友好、厚度和保形

性可控、生产可拓展性以及与其他

工作流程的高度兼容性等优点。

近日，暨南大学的李万斌副教

授团队重点介绍了 M O F 气相沉积

( M O F -V P D) 的进展和机制，主要

关注连接子蒸汽与含金属前体层

之间的反应。讨论了获得的  M O F

的特性 ( 厚度、孔隙率、结晶相、

取向等 ) 以及这些特性与沉积参

数 ( 前体、温度、湿度、后处理等 )

的相关性。讨论中包括了一些有助

于对所涉及机制的基本理解的原

位表征方法。

原文链接：

https://pubs.acs.org/doi/10.1021/acs.accounts.1c00600?fig=fig1&ref=pdf
DOI: 10.1021/acs.accounts.1c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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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总结了四种气相合成后功能化 (PSF)

方法 : 改变连接子、客体封装、连接子嫁接和金属

化。这些方法消除了潜在的溶解性问题，并使反应

物和客体能够快速扩散以及增加交换程度。气相  

PSF 提供了一个修改  MOF 孔隙率的平台，甚至引

入新的功能 (例如，发光光电流开关和催化活性 )。

 ►【方案 1】通过链接子气 -固反应和气相后合成功
能化 (改变连接子、客体封装、连接子嫁接和金属化 )
对 MOFs进行气相处理。

第三，由于气相处理方法能够将MOF 薄膜沉积集到 (微 )制造工作流程中，因此它促使低 -k电介质、传感器、膜分离

性能有所提高。

 ◄【图 2】MOF-VPP 的
应用程序。(a) MOF-VPD 
ZIF-8 和 ZIF-67薄膜的
k 值测量示意图。(b)孔
隙 填 充 ZIF-67 材 料 k
值的确定。(c)用红色激
光 笔 照 射 石 英 上 的
Z I F - 71衍 射 图。(d) 用
于衍射光栅的 ZIF-71图
样的光学显微镜图像。比
例：100 µm。(e)用于衍射
光栅蒸汽传感器
的 ZIF-71 图 样 评
估 示 意 图。(f) 根
据 Henry定律计算
ZIF-8 和连接子交
换 ZIFs 的 CO2/N2

和 CH4/N2吸附选择
性。(g)凝胶气相沉
积法制备 ZIF-8薄
膜。(h) MOF-VPD 
Z I F - 8 膜 的 输 气
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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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研究团队讨论了 MOF-VPP 的局限性、挑战和进一步的机会。该研究为MOFs及其相关材料的可控合成、功能

化和应用的发展做出贡献。

李万斌，1989 年出生，2016 年浙江工业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专业博士毕业并任职于暨南大学环境学
院。广东省珠江人才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暨南双百英才 - 杰出青年获得者。主要从事膜分离工程及其在
气体分离、碳捕集、水处理、肺膜氧合等化工、环境、生物医学工程等领域的传质调控应用研究。主持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和青年、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和面上、广州市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目前发
表 SCI 论文 50 余篇，其中以第一和通讯作者在 Sci. Adv.、Nat. Commun.、Angew. Chem. Int. Ed.、ACS 
Nano、AIChE J.、Environ. Sci. Technol.、J. Membr. Sci.、Acc. Chem. Res.、Prog. Mater. Sci. 等期刊发
表论文 35 篇，Google Scholar 被引 1900 余次，H 指数 24；研究成果多次被 Science、Nat. Rev. Mater.、
Nat. Nanotechnol. 等引用或亮点报道。申请发明专利 22 项，授权 11 项。曾获浙江省优秀博士毕业论文
等奖励，入选香江学者计划，获评 J. Mater. Chem. A 2020 Emerging Investigators （新锐科学家）；担任
Membranes 客座编辑、Chin. Chem. Lett. 青年编委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和 Sci. Adv.、Nat. Commun.、J. 
Am. Chem. Soc.、Angew. Chem. Int. Ed.、Environ. Sci. Technol.、J. Membr. Sci. 等期刊评审人。

通讯联系人简介

表面手性由于其诱人的科学意义

和许多潜在的应用，如手性传感器、

圆偏振光发射、对映体选择性分离、

结晶和催化等，是一个日益受到关注

的领域。除了众所周知的手性分子外，

非手性分子也会产生表面手性，因为

某些吸收构象会诱导手性。

组织手性是一种研究较少的表面

手性，它仅来自于表面分子的排列。

因此，手性和非手性分子都被用来形

成有组织的手性结构。目前生产有组

织的手性主要依靠自组装，从小的、

简单的有机分子到大的芳香分子。由

此产生的手性结构仅限于由分子间和

分子表面相互作用驱动的手性结构。

为了突破这一限制，并最终实现组

织手性，作者转向原子力显微镜（AFM）

和表面化学相结合的方法。充分利用

原子力显微镜在纳米光刻技术中的空

间精确度来创造手性几何形状，实现

不同的功能和复杂的手性设计。从简

组织手性结构的设计和制备
文献解读：成青松；Email:.Chengqs1@163.com

一、研究背景

原文链接：https://pubs.acs.org/10.1021/jacs.1c10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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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的手性螺旋到手性纳米特征阵列，

再到个体特征和整体布局都具有手性

的层次手性结构，各种手性结构都以

纳米级的精度被设计和制作出来。

除了纳米光刻，AFM还提供了强

大的、高分辨率的表面分子组装读

数。因此，在这项工作中，AFM被用

来揭示产生的组织手性特征。作者提

出的概念和方法为进行组织手性化学

提供了一种新的通用的方法，具有通

过设计来创建结构的固有优势。作者

的研究结果打开了新的和有前景的应

用，包括组织手性传感器、三维手性

纳米打印、对映体分离和对映体多相

催化等。

二、文章亮点

三、图文速读

 ◄【图 1】(A) 一对 S和 R螺旋的设计。(B) 设计后制
备的手性材料的 AFM图像 (1.5 µm × 0.75 µm)。图像
在 0.02 mM C18乙醇溶液中获得，6.7 nN的力，扫描
速度为 3.76 µm/s。横向比例尺 = 0.2 µm。

 ▼【图 2】(A) 由参数定义的 S螺旋。（B）包含 S螺
旋的 AFM图像（3.0 µm × 3.0 µm）。AFM图像在含
0.02 mM C18的乙醇溶液中，6.7 nN的力和 7.52 µm/s
的速度下获得。横向比例尺 = 0.5 µm。（C）纳米接枝
C18 嵌入 C8 SAM 的示意图，揭示了烷硫醇的吸附
构象。

提出的概念和方法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一种新的、通用的方法来进行组织手性化学，通过这种策略
设计手性结构具有很大的固有优势，研究结果为手性纳米材料开辟了新的应用前景。

1

2

3

4

通过设计来实现纳米精度的组织手性，产物的尺寸、几何形状和组织手性是以确定的方式实现的。

将原子力显微镜的纳米光刻技术与表面化学技术相结合，制作出具有纳米精度的各种手性结构，
对设计具有高度再现性。

从简单的螺旋和纳米特征阵列到复杂的分层手性结构有层次的进行设计和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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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A）具有 R-手性的六叶扇的设计。（B）A中所示 R-六叶扇生产后的 AFM图（7 µm × 7 µm ）。
该图像在 DMSO中获得，成像力为 18 nN，速度为 17.53 µm/s。比例尺 = 1.0 µm 。（C）示意图说明了
分子吸附和末端功能跨越图案区域。

 ◄ 【图 4】(A) 扫描插入 MA表面的手性灰度图
像后拍摄的 AFM图。(B) 同时采集的侧面图像。
以 22.54 µm/s的速度在 DMSO中采集图像。比
例尺 = 1.0 µm。

 ►【图 5】使用图 3中的方法生成的 3 × 3手性
结构阵列的 AFM形貌图。每个手性结构都是具
有 R- 手性的六叶扇。在 DMSO 中，成像力为
18 nN，成像速度为 17.52 µm/s条件下获得。比
例尺 = 1.0 µm。

 ►【图 7】四张 AFM偏转图像的分级手性螺旋产生的设计。
4个实验均在 DMSO中，成像力分别为 51、13、47和 23 nN，
扫描速度分别为 37.56、31.30、35.06和 32.55 µm/s。所有横向
标尺均为 2.0 µm。

 ▲【图 6】(A) RR层次螺旋的设计。(B) 按照 A的设计制作
的 RR分级螺旋的 1.4 µm × 10.1  µm偏转图像。该图像在
DMSO中获得，成像力为 51 nN，成像速度为 37.56 µm/s。
横向比例尺 = 2.0 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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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 -香槟分校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和贝克曼研究所的 Swanlund 基金会主席和负责
人。目前担任贝克曼研究所自主材料系统小组的负责人。Autonomous Materials Inc. (AMI) 的联合
创始人。
研究领域：受生物系统自主功能的启发，开发了能够自我修复和再生、自我保护的聚合物和复
合材料，以提高可靠性并延长材料寿命。她目前的研究兴趣集中在制造这些复杂材料的新仿生
方法上。
成就与荣誉：研究和教学奖项包括 ONR 青年研究员奖、科学美国人的 SciAm 50奖、Hetényi 
实验力学最佳论文奖、Frocht 和 B.J. Lazan 奖、Daniel Drucker 杰出教师奖、IChemE 全球研究
奖和工程科学学会奖章。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实验力学学会和工程科学学会会士。
Email: n-sottos@illinois.edu

加州大学化学系，美国加州大学农业与环境化学研究生组和生物物理学研究生组。
研究领域：侧重于纳米技术的发展和生物分析化学的潜在应用。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纳米结
构的设计和工程，可将生物受体和化学反应位点高精度地定位在表面上。所开发的纳米光刻方法
可达到的精密精度允许通过改变结合位点的分离和局部环境来控制生物识别典型的复杂多价相互
作用。
目前的项目包括：（1）开发最先进的成像工具，用于配体、DNA、蛋白质和细胞的高分
辨率成像；  (2) 生产纳米结构阵列的先进方法； (3) 单细胞成像与力学； (4) 使用产生的抗体纳
米结构来研究超敏反应或过敏； (5) 使用配体的纳米结构研究人类 T 细胞的初始 HIV 感染； (6) 
使用配体的纳米结构来研究癌细胞信号传导。
Email: gyliu@ucdavis.edu

四、总结展望

作者介绍了设计出具有纳米精度

的组织手性结构的方法。目前生产组

织手性的方法主要是基于分子的自组

装。虽然功能强大，但手性结构和生产

的组件的大小受到反应热力学的限制。

利用 AFM结合选择的表面反应，作者

所提出的方法能够以纳米精度生产各

种手性结构，从简单的手性螺旋到手

性纳米特征阵列，再到分层手性结构。

产物尺寸、几何形状和组织手性对设计

具有高度再现性。控制个体手性结构、

它们在表面的位置以及这些组织手性

结构的覆盖范围。选择性地产生单一

手性形式的能力对于促进对映选择性

表面反应是至关重要的。通过设计可
 ▲【表 1】是手性的四种可能组合的手性层次螺旋综述。这些测量数据来自 AFM
的形貌和偏转图像。

以大大提高组织手性结构的产量，使其具有规模化的可行性。研究结果开辟了新的应用前景，包括组织手性传感器、对映

体分离和对映体多相催化等。

作 者 简 介 ：

 Nancy R. Sottos

Gang-yu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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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先进科学技术研究院 (KAIST) 联手佐治亚
理工 (Georgia Tech) 发表新年第一篇基于聚合

物电解质在锂电中的应用 Nature 论文

【研究背景】

翻译整理：Ronald；Email：tzphr520@163.com

介于目前有机电解质系统的锂 

(Li) 金属电池 (LMBs) 的商业应用受

到安全问题和锂金属负极等挑战的阻

碍，包括以下问题 (1) 不可控的锂枝

晶生长 , (2) 固体电解质界面 (SEI) 层

的不稳定厚度增加 , (3)“死”锂的形

成和锂金属在循环过程中的体积显著

变化等，这些现象都加速了电池性能

的衰减。因此，大量研究工作都致力

于开发多孔支架、人造 SEI 层和固态

电解质 (SSE) 来解决这些问题。其中，

基于无机或有机 SSE 的固态 LMBs 

已成为极具前景的体系，上述体系可

通过消除易燃有机溶剂提高电池的安

全性。而考虑到与当前锂离子电池制

造工艺的兼容性，固体聚合物电解质

（SPE）因其制造成本低、无毒和相

对柔软的性质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由于聚合物弹性体优越的机械性

能，其被广泛应用于消费品和先进

技术产品（可穿戴电子和软机器

人）。首先聚合物弹性体可以作为

卓越的基体来分散功能性成分，同

时又可以保持材料的机械弹性和功

能性。例如，当分散的组分在弹性

体基体中三维（3D）连接时，共混

物的诸多重要功能，如电导率和离子

电导率，可以很好地保持。聚合诱导

相分离（PIPS）是一个控制相分离

结构的域大小和连通性的过程，可形

成双连续的纳米结构。然而，目前尚

未有人尝试使用 PIPS 在弹性体体系

中开发离子导电相。因此，作者设想

如果离子导电材料可以通过 PIPS 在

机械坚固的弹性体基质内形成三维  

( 3 D )  互连结构，则可以实现超高

的的离子导电性和机械性能。

鉴于此背景，韩国科学技术学院

（KAIST）Bumjoon J. Kim 教授和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 Seung Woo Lee

教授报告了一类具有三维（3D）互

连塑化晶体相的弹性固态电解质，

通过电池内聚合物和塑料晶体之间的

PIPS，实现了塑化晶体嵌入弹性体

电解质 (PCEE) 的双连续结构，其

弹性体固态电解质表现出优异的机

械强度、高离子电导率 (20 ºC 时为

1.1 mS cm-1)、低界面阻抗和高锂离

子迁移数 (t+=0.75)等优点。实验结果

表明，在铜箔上原位形成的弹性体电

解质能够缓解锂沉积 /剥离过程中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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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变化。同时，弹性体电解质能够使

全电池在有限锂源 (35 µm)、薄电解质

(25 µm)和高载量 LiNi0.83Mn0.06Co0.11O2 

(>10 mg cm-2) 正极的室温 (30 ºC) 条

件下，以 4.5V高压稳定运行，提供

超过 410 Wh/Kg的高比能量 (基于电

极和电解质质量 )。因此，弹性体固

态电解质系统为实现高能固态锂电池

的稳定运行提供了一种强大的策

略。相关研究成果以题为“Elastomeric 

electrolytes for high-energy solid-state 

lithium batteries”发表在 Nature上。

【聚合物电解质的设计】

 ▲【图 1】具有双连续结构的聚合物电解质的设计

研究人员将丙烯酸丁酯 ( B A )、

丁二腈 (SN) 和双三氟甲磺酰亚胺锂

(LiTFSI) 组成的均相溶液聚合，制

备具有内置 PCEE 的材料【图 1a】。

其中，SN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塑化晶

体，其与锂盐配合具有高离子电导率，

而被视为离子导电材料。对于偶氮二异

丁腈 (AIBN，0.5 mol%)和聚乙二醇二

丙烯酸酯 (PEGDA，1 mol%)分别用作

热引发剂和交联剂。在该聚合过程

中，BA/PEGDA 通 过 PEGDA 化 学

交联原位形成聚合物，最终形成弹性

体网络，而 SN-LiTFSI相形成纳米分

散相。由于弹性体基质的性质，合成的

PCEE显示出高机械弹性。三维 (3D)断

层扫描和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图像

显示 PCEE具有相互连接的网络结构。

透射电镜 (TEM)图像显示，SN相被交

联聚合物相很好地包围，SN 相与弹

性体基体之间的界面实现了平滑连接

【图 1d】。同时，电子能量损失光谱

元素映射图像证实，SN 相的 N 元素

嵌入到 BA 弹性体基质的 O 元素中

【图 1e】。研究发现，所产生的 SN

相的粗化被弹性体基体有效地抑制，

允许在 BA 基弹性体中形成 3D 相互

连接的 SN 相作为一个有效的离子

传导途径。并且该双连续结构与传

统的聚合物共混形成的结构是完全

不同的，传统的共混形成的材料表现

出显著的宏观相分离行为，而该材料

展现出双连续网络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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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温度依赖性的离子电导率测

量进一步研究了 PCEE中 SN 相的互

连性质。尽管 BA100的离子电导率较

低 (在 20 ºC 时约为 10-6 mS cm-1)，但 

PCEE 在 20 ºC 时表现出 1.1 mS cm-1

的高离子电导率，略低于 SN-LiTFSI复

合物。内置 PCEE的活化能 (Ea)估计

为 0.13 eV，与 SN100 (0.11 eV)相当，但

远小于 BA100 (0.69 eV)。考虑到 PCEE

中 SN 导电相的体积分数，连续导电相

的曲折度被认为非常低 (1.9)。该结果表

明，在 PCEE的弹性体基质中成功地开

发了具有高连通性的连续 SN域的离子

传导通路。此外，X射线衍射结果表明，

弹性体相中 SN相的结晶度得到很好的

保持，有助于 PCEE的高离子电导率。

拉伸试验证明了 PCEE优异的机械弹

性。PCEE表现出约 300%的出色延展

性，而 SN100的拉伸性能由于其极度

脆性而无法测量【图 2b】。总体而言，

结果表明 PCEE中的嵌入式 SN网络并

未损害弹性体基体的机械稳定性。此外，

PCEE还表现出优异的阻燃性能。

【聚合物电解质的性能】

 ▲【图 2】聚合物电解质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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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研究了内置 PCEE与各

种阴极的使用，包括  LiFePO4(LFP)、

LiNi 0.6Mn 0.2Co 0.2O 2(NMC-622) 和  

NMC-83 阴极，用于固态 LMBs 应用。

在电池性能测试之前，研究人员进行

了 PCEE 的电化学浮动实验，以严格

定义可行的电化学窗口。在 4.6 V 时

测得的漏电流小于 20 µA，这与线性

扫描伏安法结果一致，显示 4.75 V 的

【基于聚合物电解质的对称以及不对称电池的可逆性】

受内置 PCEE 卓越的机械和电

化学性能的启发，作者在对称锂电

池中进行了锂电镀和剥离测试。在

10 mA cm-2 的高电流密度下，具有

SN100 的电池仅持续几个循环。相比

之下，内置  PCEE 的电池在 1500 小

时内表现出优异的低极化循环性能，

累积容量达到 7.5 Ah cm-2。具体来说，

对于内置 PCEE，在 10 mA cm-2 下

观察到 13 mV 的极低极化，这大大

低于非原位 PCEE 的极化。这种低极

化可归因于内置 PCEE 在锂金属上

的保护涂层，这可以显著降低界面电

阻并产生均匀的锂离子通量。值得注

意的是，电压曲线边缘的“拱形”形状

（通常观察到枝晶和死锂堆积）即使

在锂金属重复电镀和剥离 1500 小时

后也没有出现。此外，随着周期的增加，

内置 PCEE 的整体电阻显着下降。这

些结果表明，原位聚合的 PCEE 可以

有效降低固 - 固界面的界面电阻，从

而实现超稳定的锂电镀和剥离循环。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内置的 PCEE 显

示出高锂离子迁移数（0.75），明显高

于传统有机液态电解质（t+≈0.4）和

PEO 基聚合物电解质（t+<0.5）。此外，

内置 PCEE 在不对称 Li| |Cu 电池中

也表现出优异的稳定性和可循环性【图 3e，f】。此外，研究人员研究了具有内置 PCEE的 Li||Cu电池的形貌变化从而更好

地了解电池的循环行为。在 0.5 mA cm-2和 1 mAh cm-2的第一次镀锂后，观察到在铜箔上密集而均匀地沉积了 Li【图 3 h】。

在随后的锂剥离之后，沉积在铜箔上的锂完全消失【图 3i】。结果表明，具有高弹性和强附着力的 PCEE成功地适应了锂沉

积 / 剥离过程中的大体积变化【图 3j】。此外，内置 PCEE 的弹性允许系统在剥离过程后恢复到原始状态而不会发生任

何变形。因此，具有 PCEE 的电池的超稳定循环过程源于其优异的机械和界面性能。

 ▲【图 3】基于聚合物电解质的电池可逆性

【基于聚合物电解质的全固态高性能锂金属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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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波。因此，PCEE优异的氧化稳定

性允许 NMC-622阴极在 4.5 V的高电

压下稳定运行 (倍率性能和循环 )。值

得注意的是，使用带有高压阴极的 SPE

的电压被限制在 4.3 V。因此，本研究

证明了基于 SPE的全固态 LMB在环

境温度下在 4.5 V的高压下稳定运行。

此外，具有 LFP阴极的全电池在 1C时

保持 93 mAh g-1的放电容量，在 20ºC

的 1000次循环中没有明显的容量衰减

(每循环 0.005%)。对于高能 LMBs而

言，对具有有限锂金属负极、高负载正

极和薄固体电解质的全电池有强烈的

需求。在 0.1 mA cm-2的初始化循环期

间，全电池提供了 2.1 mAh cm-2的高容

量。此后，在 30ºC 下循环 100次后，电

池在 0.5 mA cm-2下保持 1.1 mAh cm-2

的容量 (88 % 的容量保持率 )，CE 为

99.4 %【图 4a】。此外，在 0.1 mA cm-2

到 3 mA cm-2的各种电流密度下对电

池的倍率能力进行了评估【图 4b】。该

电池在 1 mA cm-2的高倍率下表现出

1.3 mAh cm-2 的容量 (0.1 mA cm-2 时

其容量的 60%)，显示出优异的倍率性

能【图 4b】。研究人员进一步研究了电

池从 60ºC到 0ºC的温度依赖性电压曲

线。整个电池从 60ºC到 40ºC (99%) 的

容量下降可以忽略不计，并在 20ºC时

保留了 92%的容量，在 0ºC时保留了

57%。优异的倍率和低温性能可归因于

PCEE异常高的离子电导率和 t+。基于

阳极、阴极和固体电解质的重量，使用

Ragone型图计算全固态 LMB在环境

温度下的比能量和功率。具有 NMC-83

阴极的全电池表现出超过 410 Wh kg-1 

(791 Wh kgNMC-83-1) 的高比能量，

并在环境温度下在 184 W kg-1下保持

235 Wh kg-1的高比能量。具有薄 PCEE

的全电池的这些性能远高于先前报道

的任何使用陶瓷、聚合物或复合电解质

在环境温度下测试的电池【图 4c、d】。

 ▲【图 4】基于聚合物电解质的高性能锂金属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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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rds
MSIT-NRF Scientist of the Month Award (2021)
LG-KSIEC Young Researcher Award (2020)
KAIST-KINC Convergence Research Excellence Award (2020)
Toray Foundation Research Award (2019)
KAIST Endowed Chair Professor (2018)
Shim-Gye Science Award, Pohang Accelerator Lab. (2017)
KAIST-KINC Convergence Research Excellence Award (2016)
KAIST Academic Excellence Award (2015)
International Leading Young Scientist Lecturer, The Society of 
Polymer Science, Japan (2015)
Global Young Academy Fellow (2014)
Young Scientist 2013 Award, World Economic Forum (Summer 
Davos Meeting 2013)
Asian Rising Star Lecture, Asian Chemical Congress (2013)
Wiley-Polymer Society of Korea Young Scientist Award (2011)
Ewon Asssistant Professorship for Distinguished Young 
Professor at KAIST (2010 - 2013)
Best Student Award, Gordon Conference (Polymer West, 2005)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Honors Fellowship (1994 - 1996, 
1999)

1）本文提出了一类基于原位形成的含有 3D互连塑化晶相
的弹性体电解质，其结合了弹性体和塑化晶体的优点，包括
高离子导电性、优异的机械性能、电化学稳定性、低界面电
阻和高锂离子迁移数。
2）内置的 PCEEs在对称和不对称电池中具有在 26 mV的
低电压极化和 100% CEs。
3）在有限 Li 源和高负载 NMC正极（N/P比 <3.4）的限制
条件下， PCEE 基高比能量和高功率固态 LMB在室温下
实现了稳定运行。
该弹性电解质体系具有优异的机械性能和较高的离子导电
性，因此有望广泛应用于各种后金属（如钠、钾、锌、镁、铝）
电池，包括金属 -空气电池和金属 -硫电池。

Journal Editorship
Editorial Advisory Board Member, Macromolecules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2017-2020
Editorial Advisory Board Member, ACS Macro 
Letters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2017-2020
Editorial Advisory Board Member, J. Mater. Chem. A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2017-present
Editorial Advisory Board Member, Chemistry of 
Materials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2018-present
Editorial Board, Chinese Journal of Polymer Science, 
2018-present
Editorial Board Member, BMC Energy (Springer Nature), 
2018-present
Executive Editorial Board Member, Giant (Elsevier), 
2020-present

Publications
SCI Paper > 250
Number of Citations: > 11700, H-Index: 65 (Google Scholar), 60 
(Web of Science)
Number of Patent > 55

Bumjoon Kim
KAIST Endowed Chair Professor, Department Head 
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Biomolecular Engineering, KAIST

我们也联系了本文共同作者，目前博士就读于 KAIST的
Han junghun，当谈到当时如何发现塑化晶体聚合物电解质的
优异性能时，他说到“Just think and try, in fact, I am not sure if 

I can achieve the high energy for LMBs, but just try and finally 

we did it”。同时对于大家关切的问题即该体系的电化学性
能并不是十分优异，他也答道 : Compared with the inorganic 

materials based LMBs, our electrochemical properties is not 

as high as those reported papers, because the conductivity of 

polymer can’t be comparable with inorganic materials.事实上，
该聚合物体系与此前报道的基于聚合物电解质的 LMBs体系，
其电化学性能已经大有提高。未来 Han junghun将进入公司
继续研发用于高性能锂电池的聚合物材料。

【总结展望】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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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电池中的钙钛矿量子点
文献解读：马倩；Email：maqiananan@163.com

金属卤化物钙钛矿作为在光电子领域具有广泛应用的

光伏材料而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已被证明具有出色的载流

子迁移能力、可调谐直接带隙和低激子结合能。2009年，

功率转换效率（PCE）为 3.8%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PSCs）

引起了钙钛矿的研究热潮。迄今为止，通过认证的 PCE

已升至 25.5 %，与晶体硅太阳能电池相当。

钙钛矿材料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主要涉及由大晶

体域组成的多晶钙钛矿薄膜。然而，在恶劣环境下较差的

相稳定性以及在大面积基板上的制造仍然是阻碍 PSC大

规模的发展的因素。

在这种情况下，钙钛矿量子点 (PQDs)，也称为纳米

晶体 (NCs)，由于其各种优于块状钙钛矿的性能而变得越

来越有吸引力。因此，PQD 与大型柔性器件和串联器件

更兼容。总体而言， P Q D 成为光电领域的首选材

料。 PQD 在光电探测器、激光器和发光器件领域的广泛

应用。

研究背景

文章亮点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02/advs.202104577
DOI：10.1002/advs.202104577

突出 PQD 在太阳能电池中的各种功能，以指导含有 PQD 的光伏器件的发展。

展示 PQDSC的蓬勃发展，其中 PQD 用作光吸收剂。根据 PQDSCs 的制备、添加剂工程和混合 PQDSCs，
介绍了每个过程的配体交换策略。 

深入的方式讨论了 PQDSCs 性能不发达的原因。

介绍 PQD 在各种太阳能电池中的应用，其中 PQD 还被用作光转换器、界面材料和添加剂以提高太阳能电
池的性能。

将 PQD 在未来太阳能电池应用中的挑战和前景进行展望。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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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钛矿量子点 (PQD) 因其

独特的特性引起了众多研究人

员的关注，已被引入到许多光

电子领域，例如发光二极管、

激光器、光电探测器和太阳能

电池。 在此，作者回顾近年来 

PQDs 应用于太阳能电池的成

就。概述了 PQDSCs 的表面配

体、添加剂和杂化组合物的工

程设计。分析了 PQDSCs 性能

不佳的原因。 随后，提供了利

用 PQD 提高各种太阳能电池的

光伏性能的新颖概述。讨论了

有关 PQD的一些挑战和展望。

图文速读

 ◄【图 1】庞大晶体域的特性示意图
和 PQD 在太阳能电池中的应用。

 ►【 图 2】CsPbI3 PQD 的
特性和光电器件。a) CsPbI3 

PQD的归一化紫外 -可见吸
收光谱和照片。b) PQD紫
外照射下的归一化光致发
光光谱和照片。c) PQD的
X 射线衍射  (XRD) 图。
d)  CsPbI 3 PQDs 的 粉 末
XRD 图谱。e)  在空气中
测量的器件的电流密度 -

电压 (J-V) 曲线。

文 
章 
概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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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a) 随着表面处理循环
次数的增加 FAPbI3 PQD 的核磁
共振光谱。b) FAPbI3 PQD 的傅
里叶变换红外 (FTIR) 光谱。c)器
件 的 J-V 曲 线。d) FAPbI3 PQD
薄膜的 XRD 图谱。e) 基于散装
FAPbI3 和 FAPbI3 PQD 的 设 备
PCE 的演变。f) 连续光照下封装
器件的 PCE 变化。

 ◄【图 4】a) CsPbI3 薄
膜中的配体交换示意
图。b)纯 OAm(黑色 )、
OA( 蓝 色 ) 和 CsPbI3 
PQD薄膜 (绿色、琥珀
色和红色 )的 FTIR 光
谱。c)CsPbI3 PQD 动
态表面稳定和配体去除
过程的示意图。d)基于
CsPbI3 PQD 的器件制
造示意图。

 ►【图 5】a)原始 CsPbI3 和
b)10%-Zn:CsPbI3 PQD 的
XRD 图谱，存储不同天数。
c) ZnI2控制的 I缺陷态 (VI)
示意图。d)PLQY值的变化
作为相应薄膜的老化天数
的函数。e) 原始 CsPbI3 和
10%-Zn:CsPbI3 PQDSC 的
瞬态光电压曲线。F)制造器
件的 J-V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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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a)提出的 A位阳离子
交换反应机理。b)不同环境中
阳离子交换的示意图。c)认证的
J-V 曲 线。d) 用 Cs0.25FA0.75PbI3-

体膜、Cs0.25FA0.75PbI3-PQD 膜和 
Cs0.5FA0.5PbI3-PQD膜制造的未
封装太阳能电池的稳定性。

 ►【 图 7】a)Mn 掺 杂 和 未 掺 杂
CsPbCl3 PQD 的 光 致 发 光 和 样
品 在 紫 外 激 发 下 的 照 片。b) 玻
璃 /FTO、CsPbCl3/ 玻 璃 /FTO 和
CsPbCl3:0.1Mn/ 玻璃 /FTO 的发射光
谱（由 365 nm 激发）。c)与各种离
子共掺杂的 CsPbCl1.5Br1.5 PQD的吸
收（左）和发射光谱（中和右）。
d) 涂有不同厚度钙钛矿薄膜的最佳
SSC的 J-V 曲线。

 ◄【图 8】a) 薄膜（原始 MAPbI3 和
反溶剂中含有 0.25 wt% PQD 的薄
膜）的深度依赖性元素分布。b)元素
在 MAPbI3薄膜上的均匀分布和 OA
分子在 MAPbI3薄膜表面自组装的示
意图。c)抗溶剂中含有 0.25 wt% PQD 
的冠军器件的 J-V 特性。d)随着时间
的推移，没有 PQD和 0.25 wt% PQD 
的封装器件的 P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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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物理研究所刘生忠教授课题组副教授。 研究兴趣是太阳能电池和钙钛

矿太阳能电池的功能性光阳极和无机钙钛矿。

Lu Liu

2018年在兰州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她目前正在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刘生忠

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她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钙钛矿量子点、宽

带隙钙钛矿和串联太阳能电池。

文章全面总结了 PQD 在光伏器件中的应用。 首先从

配体工程、添加剂工程和杂化组合工程三个方面总结了

PQDSCs的综合进展。配体工程是定制 PQD 特性的主要且

强大的策略，使其在实际应用中更具吸引力。 这些策略赋

予 PQD 薄膜各种性能，包括增强的稳定性、降低的缺陷密

度和增强的载流子传输能力，从而为 PQDSC 带来出色的光

电性能。从光伏参数和载流子动力学方面分析了 PQDSCs 

性能不佳的原因，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些优化方向。回顾了

PQDs在太阳能电池中的各种功能，包括光转换、界面修饰等。

PQD有望成为光伏领域的“游戏规则改变者”，在大

规模制造、低温柔性制造以及半透明或串联光伏器件方面显

示出巨大潜力。 这些材料的进一步开发和实施可能会产生

更有效的太阳能利用技术。 当然，为了发挥 PQDs的潜力

和优势，对科研人员提出了更高的挑战。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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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 Lin Shi, Yun Zhao ；通讯作者： Brian P. Setzler，严玉山 ；通讯单位： 特拉华大学；

论文 DOI：https://doi.org/10.1038/s41560-021-00969-5

碱性燃料电池最新 Nature energy：新型短路膜电化学
电池去除二氧化碳

文献解读：亦可；Email：1049549954@qq.com

1. 氢氧化物交换膜碱性燃料电池 (HEMFC) 可以使用低成本的催化剂，从而降低成本。然而，HEMFC 的

性能会受到空气进料中存在的 CO2 的不利影响。

2. 在这项工作中，作者展示了一种电化学驱动的 CO2 分离器 (EDCS)，它使用可传导阴离子和电子的短路

膜从空气进料中去除 CO2。而且，这种 EDCS 像燃料电池一样由氢供电，不需要电线、双极板或集电器，因此

可以像典型的分离膜一样模块化。

3. 此外，25 cm2 短路膜 EDCS 可以在 450 小时内从 2,000 标准立方厘米 /分钟 (sccm) 的空气中实现 

>99% 的 CO2 去除。螺旋缠绕的 EDCS 模块可以从 10,000 sccm 的空气中去除 >98% 的二氧化碳。

4. 从技术经济角度来看，对于一个 80 kWnet HEMFC 电堆来说，该紧凑且高效的模块具有 >99% 的二氧

化碳去除效率，且成本仅为 112 美元，该设计将会推动碱性膜燃料电池进一步商业化。

文章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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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 氧 化 物 交 换 膜 燃 料 电 池 

(HEMFC) 的碱性环境允许在设备中使

用低成本的催化剂和双极板。然而，

HEMFC 的性能会受到空气进料中存

在的 CO2的不利影响。在这里，作者

展示了一种电化学驱动的 CO2分离器 

(EDCS)，它使用可传导阴离子和电子

的短膜从空气进料中去除 CO2。这种 

EDCS 像燃料电池一样由氢供电，不需

要电线、双极板或集电器，因此可以像

典型的分离膜一样模块化。作者表明，

25 cm2 短膜 EDCS 可以在 450 小时内

从 2,000 标准立方厘米 /分钟 (sccm) 的

空气中实现 >99% 的 CO2 去除。螺旋

缠绕的 EDCS 模块可以从 10,000 sccm 

的空气中去除 >98% 的二氧化碳。技

术经济分析表明，对于一个 80 kWnet 

HEMFC 电堆来说，该紧凑且高效的模

块具有 >99% 的二氧化碳去除效率，且

成本仅为 112 美元。

全文速览

前沿导读

氢 氧 化 物 交 换 膜 燃 料 电 池

(HEMFC)，作为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PEMFC)的替代品，有望达到每千瓦

30美元的成本目标。HEMFC碱性环境

的腐蚀性较小，强化了电堆的成本优

势，例如更便宜的催化剂、双极板和膜。

过去几年，科学界见证了 HEMFC的快

速发展，包括碱性稳定膜、廉价阴极

催化剂和提高耐用性的高性能单电池。

然而，目前仍存在一个较大的障碍，

即空气中 CO2的有害影响。因为它很

容易与 HEMFC阴极处的氢氧根阴离子

反应形成碳酸盐，从而导致碳酸盐积

聚的阳极处的 pH值降低、电池性能显

著下降以及聚合物电解质的离子电导

率降低。

目前，从空气中去除 CO2的传统

方法，例如：使用碱性水溶液或固体

吸附剂，使用胺官能化树脂等，无法

满足系统简单性的要求，特别是在运

输应用中。最近，人们对电化学 CO2

捕获方法越来越感兴趣，其可用于各

种含 CO2的气流，包括空气、海洋和

烟道气。与其他 CO2去除方法相比，

CO2捕获方法可能更节能。例如，基于

带有阴离子导电膜的氢动力电池的电

化学驱动 CO2分离器 (EDCS) 被开发用

于 HEMFC 应用，在低氢消耗下表现出

良好的 CO2分离效率。类似的 EDCS

也已证明，可以使用环境空气作为运

行 HEMFC的进料。然而，只要 EDCS

涉及到使用燃料电池组件，例如双极

板、集电器和负载控制系统等，考虑

到应用设备的体积和成本限制，扩大

EDCS并将其集成到 HEMFC电力系统

中仍然是一个挑战。

 ▲【图 1】CO2对 HEMFC性能的影响。a，假设水活性为 1，忽略活性系数，CO2与氢氧化物、碳酸盐和碳酸氢盐的水
溶液在 80 ºC和 5 mol kg-1阳离子浓度下的平衡。b，由膜 pH梯度引起的与 CO2相关的过电位，假设阴极边界为 100% 
氢氧化物。c，考虑到不同负载的阳极离聚物和阳极界面处膜碳酸盐部分的不同边界条件，在初始不含 CO2的 HEMFC
与稳态碳酸盐积累到 50%并将其清除时，之间的行驶距离估计。

图文速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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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短路膜 EDCS的工作原理。a，带有两个短路MEA的螺旋形 EDCS模块示意图，一个聚丙烯膜用作 H2 
扩散屏障和一个聚丙烯网状气流分隔器。b，具有短路MEA的 EDCS中，化学和传输过程的示意图。

 ▲【图 3】短路膜的制备及性能。a，在乙醇中，与碳添加剂混合的聚合物干树脂，以及超声处理和搅拌后获得的分散
体。 b，短路膜的制备过程。箭头表示 1 m。 c，所制备的短路膜。d-f，纯 PAP-TP-85膜 (d)、具有 30% CNT的短路
PAP-TP-85膜 (e) 和具有 30% Vulcan XC-72R的短路 PAP-TP-85 膜 (f) 的横截面 SEM 图像。比例尺，500 nm。g，具
有 20% Vulcan XC-72R、30% Vulcan XC-72R和 30% CNTs的短路 PAP-TP-85膜的电阻 (5 cm2)。 h，纯 PAP-TP-85 膜、
使用 20% Vulcan XC-72R 短路 PAP-TP-85 膜、使用 30% Vulcan XC-72R 短路 PAP-TP-85 膜和使用 30% CNT 的短
路 PAP-TP-85膜的离子电阻 (5 cm2)。 i，纯 PAP-TP-85膜、使用 20% Vulcan XC-72R短路 PAP-TP-85膜、使用 30% 
Vulcan XC-72R短路 PAP-TP-85膜和使用 30% CNT的短路 PAP-TP-85膜的应力 -应变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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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通过氢气供应控制的短路膜 EDCS。a，通过在阳极出口放置一个在 0.6 V和 40 ºC下运行的 PEM氢泵，以
检测未反应的 H2来测量短路膜 EDCS工作电流的方法示意图。b-e，空气流量为 1,000 sccm (b,c)和 3,000 sccm (d,e)时，
不同 H2流量下的工作电流密度 (b,d)和 CO2去除性能 (c,e)。阳极和阴极的催化剂均为 0.01 mgPt cm-2。

 ◄【图 5】短路膜 EDCS 
的性能和耐用性。a,b，
在一系列阴极流速下，普
通 EDCS 和短路膜 EDCS 
的 CO2 去 除 性 能 (a) 和
总 CO2 传质阻力 (b) 的比
较。c，短路膜 EDCS 的
耐久性。d，短路膜 EDCS
在 3,000 sccm 空气（400 
ppm CO2）、16 sccm H2

（阳极气流为含 16% H2

的 N2， 总 流 量 为 100 
sccm），和 1,000 sccm空
气（400 ppm 的 CO2）、
5 sccm H2（阳极气流为含
5% H2 的 N2，总流量为
100 sccm）之间循环的动
态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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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螺旋缠绕 EDCS 模块的示意图。 a，分别沿着制备的长MEA的阳极（上）和阴极（下）侧的H2（蓝色箭头）
和空气（橙色箭头）流动路径示意图。 b，通过缠绕两个MEA和两个进料垫片（聚丙烯网）获得的螺旋缠绕元件。 
c，组装好的螺旋缠绕 EDCS模块。 d，高阴极流量下螺旋缠绕 EDCS 模块的性能。

 ▲【图 7】EDCS 模块的经济分析。a，不同单位组件的成本。b，关键驱动因素对模块成本影响的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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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作者开发了一种短路膜 EDCS，它可以从进入 HEMFC堆的空气进料中去除 >99%的

CO2，而 H2 消耗量小于该电堆的 2%。因为它不使用双极板或集电器等燃料电池组件，这种类型的

EDCS可以扩大规模，例如扩大到紧凑的螺旋缠绕模块。出于同样的原因，作者预计每千瓦的成本仅为

1.4美元。作者通过加入碳添加剂制备短路膜；此外，通过 H2进料速率控制电流被证明在这种短路膜电

池中是有效的。通过优化电池结构和操作条件，25 cm2活性面积的短路膜 EDCS，在连续 450小时工作

中，从 2,000 sccm空气中去除了 >99%的 CO2，同时，EDCS排出气流中每小时平均增加约 6 ppb的二

氧化碳。对于 1,000 到 3,000 sccm之间的空气流量变化，证明了没有任何超过限制的快速动态响应。作

者设计并制造了螺旋缠绕 EDCS 模块的原型，该模块可从 10,000-sccm 的气流中去除 98%的二氧化碳。

该模块还可用于 80 kWnet HEMFC电堆，在 99%的二氧化碳去除率下，总成本为 112美元（每千瓦 1.4

美元）。包含几个关键因素的模块成本敏感性分析表明，未来的成本结构改进需要集中在降低 CO2传质

阻力、铂负载和离聚物成本上。这种 EDCS技术使 HEMFC技术更接近市场，并且可以进一步开发用于

其他应用，例如航天器或核潜艇的能源支持。

严玉山，教授，国际著名的分子筛膜专家。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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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上的水分离。在分子筛膜的合成和形成机理，降低绝缘膜介电常数等方面，取

得了国际公认的创新性成果，并于 2010年获得国际分子筛协会授予的唐纳德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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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钛矿表面的化学抛光可提高光伏性能
   ——一种简单高效通用的化学抛光策略

文献解读：马倩；Email:.maqiananan@163.com

卤化铅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PSCs)

在极短的时间内被证实其功率转换效

率 (PCE)超过了 25%。PSCs有望进一

步降低功率重量比，在便携式电子和

空间光伏发电方面有巨大潜力。碘化

铅 (PbI2)含钙钛矿膜，与加工方法或器

件结构无关，在大多数最先进的 PSCs

中被用作吸收剂。过量的 PbI2有助于

增大晶粒尺寸，减少卤化物空位，促

进更定向的 α相钙钛矿晶体。在多晶

钙钛矿中，适当的反应残余或加热诱

导 PbI2可以钝化晶界缺陷。所有这些

优点都有利于改进单扫描 PCEs。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 PbI2过剩的

PSCs进行多次瞬时电流—电压扫描后，

可以观察到 PCE的快速下降。明显的

电流—电压滞后也与残留的 PbI2有关。

此外，在载流子输运界面上未反应的

PbI2晶体本质上是触发钙钛矿分解的催

化位点。PbI2在持续的光照和加热下容

易分解成金属铅 Pb0和气态 I2，Pb0为

复合中心，能促进离子迁移。

过量的 PbI2会导致更多的富 Pb0

空隙及非辐射复合，从而牺牲开路电

压 (VOC)。总的来说，PbI2中钙钛矿

的光不稳定性抵消了 PCE增强的有利

影响。钙钛矿膜的后处理倾向于与残

留的 PbI2发生化学反应。有机铵盐通

常在沉积后与残留的 PbI2在原位相互

作用，使缺陷钝化，但常常会引入额

外的热、湿或相不稳定性。通过调节

PbI2在钙钛矿膜中的形态或空间分布可

以提高 PSCs的性能，但 PbI2仍然存在

于钙钛矿膜表面。因此，需要将多余

的PbI2从多晶钙钛矿膜表面彻底剥离，

这是迄今为止尚未实现的目标。

研究背景

文献链接：
https://doi.org/10.1021/jacs.1c10842
DOI: 10.1021/jacs.1c1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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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过量的 PbI2对钙钛矿晶体成核和生长的益处被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中界面 PbI2的光不稳定性抵消了。因
此作者报告了一种简单的化学抛光策略，从钙钛矿表面剥离 PbI2晶体，以解耦这两种相反的作用。

2.化学抛光策略：首先最大化了过量 PbI2对钙钛矿晶体成核和生长的好处，然后通过将残余 PbI2从合成的多
晶钙钛矿薄膜表面剥离来最小化其潜在的光不稳定性。化学抛光可使钙钛矿表面发光增强，载流子寿命延长，
离子迁移受到抑制，能级排列更好。

3.通过增大 Voc和填充因子 (FF)，光伏性能从 23.07%提高到 24.50%。消除了由 PbI2晶体主导的界面离子迁移
路径和光降解触发器，从而抑制了 PSCs的滞后，显著提高了器件的稳定性。

4.新的表面抛光策略可以普遍适用于其他典型的钙钛矿成分。

图文速读

 ▲【图 1】钙钛矿膜的形态和结构特征。(a)化学抛光工艺示意图。(b, c)未抛光和抛光钙钛矿膜的 SEM俯视图图像。
(注 :这两幅 SEM图像是在化学抛光前将同一薄膜分成两部分后得到的。) (d, e)未抛光和抛光钙钛矿膜在 0.3º入射角
下二维 GIWAXD图。(f, g)未抛光和抛光钙钛矿膜在不同入射角下的积分线图。(h) (d)和 (e)二维 GIWAXD图对应的
积分线图。(i)水合物 δ相钙钛矿、PbI2和 α相钙钛矿的衍射峰面积比随入射角在 0.2º~0.6º范围内的变化。所有钙钛矿
膜均沉积在掺氟氧化锡 (FTO)玻璃 /致密 TiO2 /介孔 TiO2衬底上。

文
章
亮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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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化学抛光诱导的化
学环境修饰和表面能级结构可
调。(a, b)从未抛光 (a)和抛光
(b)钙钛矿样品中获得的 ToF-

SIMS深度剖面。(c)未抛光 (红
色 )和抛光 (蓝色 )钙钛矿表
面的 XPS光谱。(d) HTL、未
抛光、抛光和 BAHI处理过的
钙钛矿膜的 UPS光谱。(e)由
UPS光谱确定的钙钛矿 /HTL

界面的能级排列如图(d)所示。
所有钙钛矿薄膜都沉积在 FTO

玻璃 /致密 TiO2 /介孔 TiO2衬
底上。

 ◄【图 3】表面电位、光致发
光和离子迁移分析。(a, b)用开
尔文探针力显微镜 (KPFM)在
黑暗下测量未抛光 (a)和抛光
(b)薄膜的图像。(c) (a)和 (b)
中 KPFM图像中提取的电位的
统计分布。(d, e) 488 nm激光
下未抛光 (d)和抛光 (e)薄膜的
激光扫描共焦发光 (PL)映射，
其中色条的灰度值代表 PL计
数。(f)从 (d)和 (e)共焦 PL映
射图像中提取的 PL计数的统
计分布。(g)未抛光和抛光薄膜
的 TRPL光谱。(h)在 0.3日光
下测量未抛光和抛光钙钛矿膜
的离子迁移活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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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朱瑞，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现代光学研究所，研究员（长聘），博士生导师，入选北京大学“博
雅青年学者”，获国家基金委“优青”资助（2017年），北京市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2021年）。

课题组研究方向包括：

（1）钙钛矿光电材料与器件；

（2）有机光电子；

（3）纳米光电子材料及器件；

（4）柔性电子学。

Email: zhurui3@pku.edu.cn, iamzhurui@pku.edu.cn

 ◄【图 4】光伏性能分析。(a)一批未抛光
和抛光钙钛矿膜制备的介观结构 PSCs的
VOC、JSC、FF、PCE等光伏指标及相应
统计数据。(b)基于未抛光和抛光钙钛矿薄
膜的最优 PSCs的反向和正向扫描方向的
电流密度－电压 (J－ V)曲线。(c) 在 (b)

中两个最优 PSCs最大功率点的稳定功率
输出，在追踪时间结束时提取的电流密度
分别为 20.07 mA cm-2 和 24.47 mA cm-2。
（d,e）对于使用未抛光和抛光钙钛矿薄膜
的未封装的介观结构 PSCs，分别在室内环
境空气光照 (d)和 1个太阳光照 (e)的 N2

气中 (无 UV过滤器或冷却设备 )储存后
的稳定性变化。在 100 mW cm-2的空气中，
测量了 PSCs的所有 J－ V曲线。稳定性
测试的样品数量为每一种条件下 6个。

作者开发的与现有技术兼容的化学抛光策略，显著改善了高效 PSCs的多晶钙钛矿薄膜的表面。通过缓慢

去除多余的 PbI2和水合物 δ相钙钛矿，得到的细化钙钛矿薄膜晶体结构有利于提高器件性能。此外还发现，

抛光剂通过锚定 BA对钙钛矿薄膜进行原位化学改性，使抛光后的钙钛矿薄膜具有可调的能级结构。这些特

性可以增强发光，延长载流子寿命，使能级排列更好，以及增加离子迁移活化能，实现高效无迟滞 PSCs, PCE

提高到 24.50%，延长了设备寿命。化学抛光策略可显著改善 PSCs与其他典型钙钛矿成分的性能，故其在最

先进的钙钛矿薄膜电子器件中有广泛应用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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