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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汇集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柴    芳 哈尔滨师范大学

2 陈    华 河北大学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3 陈华兵 苏州大学

4 陈毅挺 闽江学院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5 陈永清 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崇文中学

6 丁书江 西安交通大学化学学院

7 方卢秋 长江师范学院

8 方    臻 安徽师范大学

9 冯炎龙 浙江农林大学

10 耿会玲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1 龚正君 西南交通大学

12 苟兴龙 西华师范大学

13 谷战军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14 何    杰 安徽理工大学化学工程学院

15 胡芳弟 兰州大学药学院

76 位会员新晋级为高级会员

2022 年 5 月，中国化学会新晋级高级会员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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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化学会 2022 年 5 月份新晋级高级会员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6 黄学良 湖南师范大学

17 霍志保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态与环境学院

18 李春举 天津师范大学化学学院

19 李桂英 四川大学

20 李晶泽 电子科技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

21 李来生 南昌大学分析测试中心

22 李茂国 安徽师范大学

23 李清寒 西南民族大学

24 李文玲 兰州交通大学

25 李    燕 山西省长治学院化学系

26 林    鲲 北京科技大学

27 凌    剑 云南大学

28 凌    君 浙江大学高分子系

29 刘承果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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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30 刘春艳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31 刘利彬 齐鲁工业大学

32 刘    平 石河子大学

33 刘    睿 南京工业大学

34 陆良秋 华中师范大学化学学院

35 罗    峰 江西省南昌东华理工大学

36 吕    弋 四川大学分析测试中心

37 马    铭 湖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38 孟祥光 四川大学

39 倪永红 安徽师范大学

40 潘清江 黑龙江大学化学化工与材料学院

41 钱兆生 浙江师范大学

42 权正军 西北师大化学化工学院

43 任朝华 长江大学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44 任俊莉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45 任世斌 台州学院

46 沈永淼 浙江理工大学，理学院，化学系

47 孙再成 北京工业大学

48 田    威 西北工业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49 王    聪 宿州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50 王    凡 广西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51 王俊科 河西学院

52 王素凡 安徽师范大学

53 王兴尧 天津大学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54 王玉玲 江西师范大学

55 王正华 安徽师范大学

56 吴家守 台州学院

57 伍晓春 四川师范大学

58 夏杰祥 江苏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59 向海峰 四川大学化学学院

60 谢建武 陕西科技大学药学系

61 徐显秀 山东师范大学

62 徐志建 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63 许    凤 北京林业大学

64 许元泽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

65 杨恩翠 天津师范大学化学学院

66 姚小泉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67 叶    非 东北农业大学 文理学院

68 叶龙武 厦门大学

69 于洪梅 辽宁科技大学

70 于升学
燕山大学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应用化

学系

71 张    骥 四川大学化学学院

72 郑煜铭 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73 智林杰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7474 周    莹 云南大学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云南大学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

75 周永全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7676 朱    宁 南京工业大学生物与制药工程学院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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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大赛

璀璨夜空，星海闪烁，从古至今

引起多少人无限的遐想。天地四方曰

宇，古往来今曰宙。无论是哲学还是

化学，想要寻根溯源，都得从宇宙的

创生开始。那么，宇宙是如何产生的

呢？古人一直在探寻着宇宙生成的问

题。从最初的猜测，到之后的神话；

从盘古开天的传说，到屈原的瑰丽诗

篇《天问》，无不证明着先辈们对于

宇宙的思考和向往。历史的长河滚滚

向前，直到十九世纪，对宇宙的认识

才从神话传说过渡到科学理论。

关于白天和黑夜的思考，人们一直没有停止。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夜晚是漆黑的呢？你是否会毫不犹豫的回答：因为

太阳东升西落，因为地球自西向东自转并围着太阳公转。这个回答符合我们初中地理课上所学的内容。只不过，广阔无垠

的宇宙中有着无数个像太阳一样的恒星。德国天文学家 H. W. M. Olbers指出，如果无限的宇宙中有无限的恒星，那么夜空

中就不应该是黑暗的。即使这无限的恒星距离我们无限遥远。数学上可以证明：这无穷多的恒星足以将整个夜空完全照亮。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夜空依然保持着它的“静默”。

1865年，Willian Huggins宣布天狼星以 46.5 km/s的速度远离地球；1890年，J. E. Keeler发现大角星以 6 km/s的速

度、仙女座以 200km/s的速度接近地球。1929年，E. P. Hubble发现银河系之外的 24个星系正在远离地球，并以此提出了

作者：成青松、莫尊理 *；E-mail：1718518731@qq.com

 ▲【图 1】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千八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
浊为地（图片来源网络）

天下之物生于有，而有生于无。——老子《道德经》

宇宙星空（来源网络）

源
起—

宇
宙
的
前
世
今
生

源
起—

宇
宙
的
前
世
今
生

化学通讯

03



科普大赛

在收听广播时的噪音，以前的黑

白电视会在屏幕上出现“雪花”。以

上两种均属于噪音现象，产生噪音的

原因是由于导电电子的无规则热运动，

通常用温度来衡量噪音的水平。当温

度为 20K时，接收器就会产生 20K

左右的噪音。在 1964年，Aron Allan 

Penzias 和 Robert Wilson

进行噪音消除的研究时

发现天空的背景辐射是

3.5K，无论如何改进仪

器也不能消除这一残余

的噪音温度，并且测量

天线对准任何方向都能

收到这一背景辐射，说

明它没有方向性 [2]。这

一发现恰好与大爆炸理

论相互吻合。大爆炸后的辐射遗留就

是他们所发现的宇宙背景辐射。这一

发现为大爆炸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大爆炸理论也完美的解释了从噪音中

发现的背景辐射的由来。

天体物理学家认为大爆炸后宇宙

的演变可以分为八个阶段。第一阶段

是大爆炸的瞬间（10-43秒）温度大于

1032K，此时此刻宇宙的状态无法描述，

并将此称为“奇点”。第二阶段是大

爆炸后的 10-43到 10-33秒，温度处于

1032到 1028K，能量产生物质。宇宙中

出现了夸克、电子、中微子、光子、

胶子（两个胶子也可以产生两个光子）、

X粒子（随着温度的降低，X粒子衰变

成夸克）等。第三阶段是 10-33到 10-6秒，

温度处于 1028到 1014K，各种粒子的平

均能量约为 10亿电子伏特。第四阶段

是大爆炸后 10-6到 10-3s，能量下降，

夸克和反夸克相互碰撞产生大量湮灭，

产生两个光子或者一个电子。当反夸

克数量急剧减少时，剩余的夸克之间

距离接近，三个夸克就可以形成一个

质子或者中子。此后，宇宙进入质子

时代。第五阶段是大爆

炸后 10-3 到 100 秒，宇

宙温度降低，中子衰变

为光子、电子、中微子。

第六阶段是 100秒到 30

分钟。此时质子和中子

碰撞形成了氘。第七阶

段是30分钟到一百万年，

宇宙继续冷却，原子形

成。大约三十万年之后，

宇宙进入原子时代。宇宙在膨胀中不

断冷却并持续了 137亿年，最终冷却

到了如今的 2.7K。第八阶段是 100万

年至 137万年，宇宙形成了星系、恒星、

行星和生命。

著名的哈勃定理：一个星系的退行速度与这个星系离我们的距离成正比。若是一个星系远离我们的速度达到甚至超过光速，

那么这个恒星所发出的光又怎么可能到

达地球呢。哈勃定理也在一定程度上证

明了宇宙是无限膨胀的。

1948年，George Gamow 在美国《物

理评论》上发表的论文中提出了宇宙大

爆炸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宇宙的原始

状态是一个巨热的核粒子气体混合物。

该混合物迅速膨胀引起大爆炸，大爆炸

所产生的辐射至今遗留，相当于 5K温

度下的物质所具有的辐射。当时这一理

论缺乏证据，所有人初次听到这个说法

时的反应是“宇宙大爆炸实在是荒谬之

极！”。但是，现在的一些观测数据已

经证明，宇宙大爆炸是真实存在的 [1]。  ▲【图3】宇宙大爆炸示意图 [1]

 ▲【图4】宇宙微波背景图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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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戴铭珏.宇宙大爆炸论的大爆炸[J].科学24小时,2020(03):27-29.

[2] 陈若颖.宇宙中最古老的光——宇宙微波背景辐射[J].百科探秘(航空航天),2020(Z2):77-81.

[3] 王晓涛,娜塔莉·沃尔琪夫.韦布空间望远镜或将改写宇宙历史[J].世界科学,2022(02):12-18. 

[4] 孟园,曹海霞.开拓对宇宙认识的新天地[J].物理通报,2020(07):121-123.

[5] 朱万森著.生命中的化学元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4.

 ▲【图5】宇宙结构的形成 [3]

根据宇宙演化理论认为：在 138亿

年前，宇宙产生于一次体积无限小、

温度密度非常高的奇点爆炸 [4]。但是，

在这一瞬间之前又是什么？有时间和

空间的存在吗？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

是，科学家认为在“奇点”之前是一

种“无”的状态。1984年 Alan H. Guth

提出“暴涨宇宙”的模型。“宇宙暴胀”

理论在提出后，很快就成了为大家所

接受的大爆炸理论的“补丁”[3]。该模

型提出：宇宙从一个无穷小的区域开

始演化。进一步推演整个宇宙是从“无”

中演化而来。1998年，Stepen Hawking 

在《时间简史》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

宇宙由“无”通过量子跃迁而产生。

Aron Allan Penzias认为可以把宇宙看

成无中生有、瞬间而生和持续膨胀。

根据大爆炸理论，宇宙的未来有

两条路：要么一直膨胀下去，直到所

有天体都毁灭，剩下稀薄的粒子气体。

要么终止膨胀后开始收缩，直到下一

次大爆炸。要判断宇宙是无限膨胀还是膨胀后收缩，关键在于计算宇宙的密度。然而，要计算宇宙的密度，还需要找到宇

宙中的暗物质。天文学家认为，暗物质应该是由一种未知的粒子组成，弥漫于整个宇宙，无法被“看见”。在引力方面却

与普通的物质无差别。暗物质有质量，具有引力，正是这种引力造就了现在的星系。此外，科学家提出暗能量的存在。暗

能量均匀分布在整个宇宙中，没有质量，有斥力作用，使宇宙膨胀。2003年，美国宇航局通过微波背景辐射探测器获得宇

宙的“婴儿期”照片，揭示了宇宙中暗物质约为 23%，暗能量约为 73%。这似乎告诉我们宇宙将一直膨胀下去 [5]。

星星从尘雾中诞生，散落在“黑暗又冰冷”的宇宙之中。关于宇宙的秘密，我们一直在探索，我们也终将一直探索下去。

总有一天，宇宙会变成一个点，你和我都在里面。 最后，将屈原的《天问》节选部分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引起大家对于宇

宙星海的思考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

曰 :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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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大赛

科幻的镓基液态金属——“终结者”步入现实
作者：何文绚；Email：864579913@qq.com

 ◄【图 1 】《终结者 2：审判日》中的液态金属机器人 T-1000
（图源自网络）

1991年《终结者 2：审判日》在美国上映，影片一经播
出引起巨大轰动，票房收入数以亿计。《终结者 2：审判日》
的巨大成功归功于跌宕起伏的剧本情节、精妙绝伦的音乐烘
托、深刻隽永的主题内涵、划时代的特效技术，堪称 90年
代科幻动作的经典之作。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还要数片
中完全用电脑特效生成的液态金属机器人 T-1000，是电影
特效史上划时代的成就。影片中液态金属机器人 T-1000令
人印象深刻，它可以随意变形，受伤或中弹后伤口会自动闭
合，如同不死之身。影片距今上映已经超过 30年，科研工
作者们对于液态金属的一步步深入研究正在让这个科幻故事
慢慢步入现实。

液态金属通常指在室温温度下保持液体状态的金属或合金材料，其最引人注目的特性是高表面张力、密度异常、

高电导率和导热性、相变、温度和低粘度以及低毒性。汞（Hg）有着单质金属中最低的熔点（-38.8 ºC），是人们最为

熟知的液态金属，但其具有较高的毒性和蒸汽压。因此，目前广泛研究的是以金属镓及其合金（例如 In和 Sn）为代

表的液态金属。

背景介绍

镓基液态金属的组分和基本特性 正文内容

在标准大气压下，金属镓的熔点

较低(29.76 ºC)，而沸点较高 2403 ºC，

有着较宽的液态温度范围(2373 ºC)[1]。

这一特殊性质是与镓的晶体结构相关

的，菱形的晶体结构致使其原子内部

结合力较大，分子间结合力较弱，从而

使得其熔点与沸点的存在巨大差异的

特性。这一性能使得镓与很多金属元

素能方便地通过简单的熔融制备成不

同的合金，如图 2所示 [2]。镓与不同组

分金属元素的组合就能够轻易地制备

得到性能各异的液态金属，无论是简

单的二元合金，亦或是更复杂的三元、

四元合金。

当然，液态金属的稳定存在也不

仅仅依赖于熔点，金属的凝固往往需

要很大的过冷度。通常情况下，通过限

制、尺寸效应、快速淬火和氧化皮的存

在可以增强过冷。尺寸效应是抑制镓

基液态金属凝固温度最常见的手段。

样品体积的减小使得在一定体积内存

在成核剂的概率较低，从而提前终止

过冷。当达到纳米尺度时，系统的热力

学发生变化，导致纳米合金不同于简

单的块体合金共晶相图。对于纯液态

金属，也观察到变化。在液相金属镓

中在热力学上有利的 α 相中没有结

晶，且在纳米尺度上，发现了 β -、

γ - 和 δ-相，熔化温度分别为 16.2 ºC、

35.6 ºC 和 19.4 º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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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a) Ga-In二元合金相图；(b) Ga-Sn二元合金相图；(c) Ga-Zn二元合金相图；(d)镓基液态金属的熔点与凝固点 [2]

镓基液态金属动起来

近些年来，液态金属机器人的科研成果和新闻报道屡见不鲜。镓基液态合金提供了许多独特的性能，如具

有最高的表面张力，不混溶于水性和有机流体中。更重要的是，它们的金属特性可实现许多使用传统流体无法

重现的非凡效果，例如电化学氧化还原，连续电润湿和洛伦兹力的感应，从而拥有了“72变”、“分身”、“旋

转陀螺”、“短跑”[4]。

液态金属在 2D中的形状可以使用氧化和马兰戈尼效应进行电化学控制。将液态金属液滴浸入圆形培养

皿的 NaOH电解质中，其培养皿中间设置有阳极与液态金属接触，边缘设置有阴极。通过施加电位，氧化

物优先在液态金属侧面向阴极的地方形成。这降低了其局部界面张力，并导致马兰戈尼流向液态金属在培

养皿中心具有较高界面张力的地方。这使得液态金属向阴极扩散(图 3a)[5]。液态金属可以扩散到多达三个不

同的阴极。两个突起之间的最小角度为 30°。将两个液态金属液滴封装在两个铜电极上，两侧有两个额外

的外部电极。当打开开关时，对一个液滴施加氧化电位，对远侧的外部电极施加还原电位，这导致一个液滴氧

化并扩散，与第二个液滴合并(图 3b)[6]。为了分裂液滴，将正电位施加到一个外电极上，并将负电位施加到另

一个外电极上。这导致合并液滴的一侧氧化，一侧减少，这使得液滴不稳定并分裂。

液
态
金
属
变
起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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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电力可以以电泳方式驱动非球形液态金属颗粒。这

些颗粒是使用剪切力从毛细管中捏出液态金属流而产生

的。用作流体的硅油被氧气饱和，以确保液态金属的快速

氧化。氧化层稳定了由剪切力形成的非球形形状，创造了各

种形态，例如椭球体，单尾，双尾和杆。使用高电位差（～数千

伏）与针电极驱动颗粒，将带电的电极朝向粒子并与之接触会

导致其带电，然后由于静电力而被排斥，使粒子在电极之间移

动（图 4c）[8]。

液
态
金
属
转
起
来

液态金属的高导电性意味着不断变化

的磁场能够感应出足够大的涡流，使洛伦

兹力可以移动在 NaOH溶液中的液态金属

液滴。固体金属球体所经历的洛伦兹力产

生水平力（与移动磁铁的方向相同），以及

使其向相反方向旋转的扭矩。因此，液态

金属与固体球体的方向相反，固体球体由

于施加的扭矩而滚动（图 3c）[7]。

 ▲【图 3】液态合金的特异功能 (a)“七十二变”[5]  (b)“分身术”[6]  (c)“旋转陀螺”[7]  (d)“短跑”[8]

液态金属具有无与伦比的导电性和

变形性组合，因此非常适合可拉伸和柔

软的电子产品 [9]。与汞不同，镓基液态

合金被认为具有低毒性，并且还形成表

面氧化物，使金属能够被图案化成有用

的形状（图 4a）[10]，例如可伸缩的导线，

互连，电极和天线。液态金属也可用作

存储器件、电容器和二极管中的有源元

件。液态金属变形的能力为创建完全由

软材料制成的应变，触摸，曲率和弯曲

传感器提供了独特的途径。液态金属还

可以通过包括电刺激在内的多种机制改

变其形状，用于可重构的电子设备。这

使得镓基液态合金在柔性电子领域成为

宠儿，相关的研究和产业化应用方兴未

艾。这使得镓基液态合金在柔性电子领

域成为宠儿，相关的研究和产业化应用

方兴未艾。在 2022年，韩国蔚山国立

镓基液态金属的科幻未来

镓基液态金属机器人的运动能力还在进一步深入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但是其在柔性电子、散热介质、生

物医药等领域有着广阔的应用空间。液态金属的诸多优势和应用，正在将一个个科幻故事变成现实。

 ) 柔性电子

液
态
金
属
跑
起
来

化学通讯

08



科普大赛

 ▲【图 4】液态金属的科幻应用  (a)柔性电子 [10]  (b)散热介质（图源自网络） (c)生物医药 [13]

 ) 散热介质

镓基液态合金在常温下有着出色

的导热性和吸热能力，远胜于传统的

水介质。此外，液态金属不含有机物，

因此其可耐 400 ºC以上高温，不存在有

机物挥发性能衰减问题，性能稳定，

寿命长。镓基液态金属已经成为新一

代的散热器的理想散热介质，在高功

率、高热流密度集成电子芯片和光电

子器件以及国防关键装备的极端散热

领域有了现实的应用。中国科学院理

化技术研究所刘静团队于 2002 年原

创性地提出了以低熔点液态金属作为

冷却工质的芯片散热方法，在芯片冷

却领域的应用取得了突破式进展，颠

覆了传统的风冷、水冷、油冷等散

热技术，被誉为第四代先进热管理

技术 [12]。2014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将“液态金属冷却技术”纳入

未来前沿技术。2016 年 11月，云南靖

华液态金属热控与能源产业园举行开

工奠基仪式，该产业园占地面积 500

亩，总投资 10 亿元，主要服务于液态

金属的相关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产

品生产的各个环节，以推动液态金属

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车间，转化为

现实生产力。

 ) 生物医药

基于液态金属的优异特性，尤其

是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降解性，液态

金属在神经连接与修复术、高清晰医

学造影术、高度微创骨骼原位重建

术、柔性医疗器械植入术、加强癌

症治疗、定向药物输送载体等的广泛

应用，为生物医药领域带来了重大变

革，促成和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医疗领

域 [13,14]。由于神经元的再生能力有限，

中枢和周围神经疾病在基础和临床领

域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刘静团队首次

提出使用共晶 GaInSn作为周围神经

功能恢复的电通道。刘静团队研究人

员利用液态镓来修复哺乳动物的坐骨

神经，将镓注入硅橡胶中，通过连接

小鼠坐骨神经的两个树突促进神经功

能 [15]。液态金属由于其高密度而被视

为防辐射材料，被制造成具有卓越辐

射屏蔽能力的可拉伸薄膜。由于这一

特性，液态金属可以用作成像造影剂，

以显示材料进入体内后的位置。由于

其出色的不透射线性，可以在深层组

织中获得具有更好对比度和更详细信

息的清晰照片 [16]。与有机和大多数金

属纳米材料的复杂制造相比，液态金

属使简单的超声处理方法能够在水溶

液或乙醇中制备液态金属纳米颗粒。

通过功能化，很容易形成稳定的胶体

悬浮液或负载化学药物。人们甚至可

以通过溶液中的温度，光和表面活性

剂来控制液态金属纳米颗粒的形状。

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研究团队利用液

态金属在热作用下的形状可变换行

为，并与石墨烯量子点结合用于细胞

内药物递送 [17]。

科学技术研究所研究团队采用液态金

属共晶镓铟 (eGaIn) 的直接墨水书写

技术制造了一种柔软、可伸缩的传感器

和加热片，开发了一种基于液态金属的

多模态传感和反馈手套 [11]。该团队该

手套可以测量手指运动并提供振动触

觉和热触觉反馈，允许使用者在各种

虚拟现实环境下感受接触状态和不同

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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镓基液态金属作为一种科幻性的材料在液态金属机器人、柔性电子、散热介质、生物医药等领域有着创新性的应用，

给人类未来的社会带来了一些无限的遐想。随着科研工作者的深入研究和市场应用的逐步形成，越来越多的科幻的液态金

属黑科技从实验室走向生活，从未来走向现实。

结论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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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要介绍的是我的食品级应用——食品添加剂、蛋

白质凝固剂。

我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配角”——食品添加剂！

提及食品添加剂，大家的第一印象可能是它对健康的危害

性。其实不然，并非所有的食品添加剂都不健康。咱们中国

所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有两千多种，从功能上分为防腐剂、

着色剂、甜味剂、抗氧化剂、酸度调节剂、膨松剂、增稠剂、

漂白剂、护色剂、酶制剂、香料等 20多类 [1]，只要搭配得当、

剂量合适就不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而作为稳定剂

和凝固剂的我已列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

标准》，被允许用于豆类制品，还可作为增味剂用于方便米面制品、冷冻米面制品和复合调味料，与氯化钠一起使用，可补充

或增强咸味，起到减盐增味的作用 [2]。因而，在刺激各位“干饭王”的味蕾方面，我也算是个名副其实的小行家呢！

“一物降一物，卤水点豆腐，”我也是卤水中重要的一员。“雪白方田似水晶，泡沫滤煮点浆成，”豆腐是中国传统美食，根

据所使用的凝固剂不同，它主要分为三大类，分别是卤水豆腐、石膏豆腐和内酯豆

腐。一山不容“三虎”，用我制成的卤水豆腐，那可是自带我的傲娇气质，以我争强

好胜的性格非要跟另外两位仁兄一较高下。首先要跟他俩比的是营养，以 100克豆

腐为标准，卤水豆腐在蛋白质、脂肪、镁、钙方面的含量都高于石膏豆腐和内酯豆腐。

其次是比口感，虽然我们卤水豆腐硬度较大、韧性较强、含水量较低，口感较“粗”，

不小心败给了他俩。但是，没关系！人哪有十全十美的，中国人向来注重养生，本着

这一点，我还是觉得我才是笑到最后的大赢家，卤水点豆腐，健康多一“点”，用我

做的卤水豆腐更适合人们的健康需求！

作者：郭欣枝；Email：.342581142@qq.com

氯化镁的自述

嗨，大家好，我是氯化镁，我的化学式为MgCl2，我的英文名字叫 magnesium  chloride。
我是一种无机物，呈无色片状晶体，属于六方晶系，微溶于丙酮，易溶于水和乙醇，在熔融状
态下电解可生成镁和氯气，碱性环境下可生成氢氧化镁沉淀。我可以形成六水合物，即六水氯
化镁（MgCl2•6H2O），呈白色易潮解单斜晶体，有苦咸味，同样易溶于水和乙醇。别看我身材
娇小，可我的实力不容小觑，毫不夸张地说，我在所涉猎的行业都有很大的建树。我不但可做
食品添加剂、蛋白凝固剂，还可以做融雪剂、天然脱色剂、防尘剂、阻化剂等，人们根据这些
用途把我分成了食品级和工业级，下面我就这两个方面给大家作一个详细介绍！

 ▲【图一】氯化镁被用作食品添加剂（图源自网络）

 ►【图二】氯化镁被用作豆腐的凝固剂（图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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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或许你走过的每一条下过雪的路都曾留下过我的痕迹。我除了做食品添加剂和蛋白质凝固剂外，还有一个让

我引以为傲的本领：做融雪剂。在说我的光辉事迹之前，先告诉大家好消息：截至 2020年末，我国公路总里程已达 519.81万

公里、高速公路达 16.10万公里，居世界第一 [3]。大家先不要

太激动啊，冷静点，冷静点，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吧！大家都

知道冬季积雪容易导致路面结冰，势必会影响交通出行，

增加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此时，如果采用人工或机械除

雪，不仅浪费人力物力，还效率极低。不过，普天之下就没

有我 MgCl2搞不定的事情！我融雪除冰的能力那简直就是出

类拔萃！而且我的结冰点低、腐蚀性小、低价环保、生产流动

性好、便于抛洒！我凭借这些绝对的优势打败了我的竞争对

手盐，从而能够在融雪市场中傲视群雄，所向披靡！

“染为红线红于蓝，织作披香殿上毯，”我不仅是融雪界的领头羊，在现代纺织行业中，我还是远近闻名最清新、最美

丽的环保小卫士呢！大家都知道，纺织印染行业难免会产生大量的工业废水，处理起来十分麻烦。目前，染料废水脱色所用

的混凝剂主要是铝盐和铁盐类，这两类混凝剂对水不溶性染料（如分散染料、硫化染料、还原染料等）的废水具有良好

的脱色效果，但对像活性染料这样的水溶性染料的脱色效

果较差。而我，作为优质水处理剂，絮体生成较快，颗粒

较粗，密度较大，絮体沉淀速度比较快，而且污泥含水

量较低，除浊及脱色效果均高于铝盐 [4]。因此，无论对水

溶性的活性染料溶液，还是对水不溶的分散染料溶液，我的

脱色效果都是最佳的，这也使得很多纺织印染企业纷纷拜倒

在我的石榴裙下。但，令我憎恶的是一些不法企业为了谋

取利益，乱排放废水，使得江河与地下水受到了污染，严重

违背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色的理念。作为国家环保号召的

积极响应者，我定会发挥我的“天然脱色剂”特长，为祖国的“绿

水青山”贡献一份力量！

 ▲【 图三】氯化镁被用作融雪剂（图源自网络）

介绍完食品级的两个用途，我再来说说我的工业级应用——融雪剂、天然脱色剂、除尘剂、阻化剂，
可能有点多，恳求大家耐心看完。

 ▲【图四】氯化镁被用作纺织印染企业的废水脱色剂(图源
自网络)

在空气污染治理的光辉岁月中，祖国的蓝天白云下一定

有我的传说！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也日益凸

显。其中，尘污染也是造成地球空气污染的根源。目前，常见

的防尘方法就是水喷洒降尘。但是，天气炎热时，水喷洒防

尘后 ,很快就会变成水蒸气蒸发掉。当冬季气温低于零摄氏

度以下时，用水降尘又不可行。这样一来 ,我们不仅浪费了水

 ►【图五】氯化镁作为环保型防尘剂被用于浮尘天气除尘
（图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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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 ,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防尘污染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慧眼识珠的人们发现了我，根据我具有吸水性，还可以做融雪剂的

特点，将我与标准自来水进行配比，制成了环保型防尘剂。一到春天，各地难免有浮尘天气，我可以充分吸收空气中的水分，

展示我独特的魅力，把空气中的粉尘都吸引到地面，从而防止小尘埃粒子在空气中扩散。当然了，在气温 0 ºC以下时，我

也可以充分利用冰点低的特性助力冬季防尘工作。基于此，人们也名副其实地赋予了我“除尘专家”的称号。

安全生产需牢记，矿井防火我出力。要论谁的本领

多，我要称第二就没人敢称第一了，除了上述本领外，我还

在防火行业占得一席之地，让人好生羡慕。矿井火灾是煤矿

自然灾害之一，据统计，我国矿井火灾中有 90%以上是由煤

炭自然发火引起的 [5]。因此，防止煤炭自燃确有必要。目前，

常用的防止煤自燃措施有很多，但利用阻化剂防治煤自燃是

国内外煤矿必备的防灭火技术之一 [6]。因为我具有很强的吸

水性，可以形成含水湿润的膜层，将空气隔绝，起到防止煤

自燃的效果。而且在众多常用的化学物质阻化剂（如氯化镁、

氯化钙、氢氧化钙、水玻璃凝胶等）中，我对煤氧化反应有

良好的抑制效果，起到的阻化效果也最好，因而我在“防止

煤自燃的灭火技术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图六】氯化镁被用作防止煤炭自燃的阻化剂(图源自
网络)

以上就是我的个人陈述。其实，我除了在食品、工业应用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外，我

还在医药、农业方面有着很多精彩的表现，医药上，我是胃癌药的构成原料，对胃黏膜有一

定的保护作用；农业上，我可做镁肥，是农作物生长中重要的复合肥。当然我的用途远不止

这些，如果你们还想更好地认识我、了解我，不妨自己去查查相应的资料，期待下次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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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海水的锂
作者：贾顺涵；Email：cat@chem.email.cn

锂是对人类社会发展极其重要的元素：基于锂元素的锂离子电池在新能源汽车、便携电子设备等领域具

有广泛的应用，锂离子电池领域的突破性研究被授予 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据学者预测，到 2050年，人类

将消耗陆地锂资源总储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1]。人类居住的地球是一个蓝色的星球，海洋覆盖了地球表面超过

70%的面积，基于海水的淡化和能量获取已经引起学者们的广泛研究，在为人类提供更多淡水资源和电能方

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2-3]。学者们发现，海水中除了有大量我们熟悉的钠、钾、镁、氯之外，还有极其微量

的锂元素。尽管海水中锂 (0.1~0.2 ppm)元素的浓度极低，但是由于海水巨大的总量，如果能够高效地提取海

水中的锂元素可以为人类社会提供数量可观的锂资源。从【图 1】中可以看见，海水中蕴藏的锂资源高达陆

地中锂资源的近 20倍。如果能有效地提取海水中的锂资源，必将改变原有的供应格局，为人类社会能源的可

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4]。

 ▲【图 1】全球锂元素使用和储存现状

电化学和传统化学相比最大的特

点在于可以通过电势的调节完成传统

化学无法完成的化学过程。支持电化学

装置运行的电能可以来源于大规模光

伏发电，意味着通过传统反应的“电化

学化”是实现绿色和环境友好化学的重

要手段。此外，在电势的辅助下，氧化

还原反应中的一个半反应可以被 HER

或 OER等环境友好的反应替代，实现

基于绿色化学的有效氧化还原 [5-6]。此

外，研究人员还可以通过全电解体系的

设计将原本需要分开进行的两个反应

耦合在一起，实现电子和原子利用效率

的进一步提高 [7-8]。有鉴于此，本文中将

从绿色化学的角度简要介绍通过电化

学方法绿色富集锂元素的研究进展。

此前，研究人员提出了电渗析联合

吸附法的方案解决低浓度导致的海水

化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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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系列谱学和电镜表征研究，研究人员总结出电解过程中，阴极上发生锂离子的还原反应：

Li+ + e-→ Li

而阳极上则为海水的氧化反应：

2Cl- → Cl2 + 2e-

2OH- → H2O+ 0.5O2 + 2e-

Cl2 + H2O→ HClO + H+ + Cl-

提锂困难。利用氢化金属氧化物以氢离

子和锂离子的交换，锂元素可以被有效

的从海水中富集出来，随后，选择性透

过膜可以实现锂离子的进一步富集。然

而，传统的海水提锂技术动力学缓慢

且可控性差。从绿色化学的角度，传统

方法富集的锂需要后续处理才能获得

Li2CO3等锂盐或者金属锂。而这些后

处理过程将消耗大量的能源和化学试

剂，显然是和绿色化学宗旨相悖的。也

因此，现有的海水提锂工艺还远远不能

满足锂离子电池、锂硫电池和锂空气电

池等新型锂电池技术对锂资源日益增

长的需求。

南京大学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

学院何平教授和周豪慎教授早在

2009 年即提出组合电解液（Hybrid 

electrolyte）的概念，该概念结合有机

和水体系电解液的特点，与单一电解液

相比拓宽了电池体系的工作电压和应用

范围 [9]。基于组合电解液，该团队研制

出水系锂 -空气电池，锂 -空气燃料电

池，锂 -铜电池，锂液流电池等新型大

容量电池。

南京大学何平教授和周豪慎教授

使用组合电解液平台提取海水中的锂

元素。和传统电解池结构类似，提取锂

元素的装置由阴极区和阳极区组成。锂

离子有机电解液（由氩气氛围保护）和

浸入电解液的 Cu薄片作为阴极，待提

取锂元素的海水和掺杂了铑催化剂的

导电碳黑电极充当阳极。锂离子固态电

解质陶瓷膜被用作选择性透过锂离子

的隔膜。该隔膜只允许锂离子通过，并

将阴极区和阳极区隔开。研究人员使用

自行设计的太阳能板收集海洋表面的

太阳能，为海水提锂装置提供电能，锂

金属即在铜片表面发生电沉积。充分利

用海洋表面的能量和海洋中的物质，体

现了绿色化学从源头开始控制污染，实

现环境友好化工过程的观点。

 ▲【图 2】海水提锂装置单元示意图

在这项研究中，学者们实现了从海水中直接获得锂单质。从绿色化学的角度，该装置实现了将海面上原本被浪费

的太阳能转化成锂金属中的化学能，实现了能量的高效利用，而所产生的锂金属也将进一步在锂/锂离子电池中参与能

量的储存与转换，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此外，该装置由阴极区、阳极区和隔膜等简单装置构成，具有集成化设计和实现大规模安装的生产潜能。该装置的

研究为高效开发海洋锂资源、减少内陆矿物开采对环境的影响和太阳能的有效储存和转化开辟了新的思路，为能源材

料化学助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贡献提供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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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设计的低共熔溶剂
   ——绿色全组分回收锂离子电池的曙光

摘要：低共溶溶剂回收锂离子电池技术作为一种绿色环保的革命性技术，可以作为有效的浸出剂和
还原剂，不需要额外的化学品和工艺程序实现金属提取。这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目光，
相关的研究方兴未艾。然而，这背后离不开科学性和技术性的难题亟待解决，如在低共溶溶剂中废
弃 LIBs的集流体与正极材料的高效快速分离，正极中有价元素的高效溶解、萃取和分离，高效复用
性研究。随着对低共溶溶剂的深入研究和设计，这些迷雾都将拨开，锂离子电池绿色全组分回收的
曙光都将到来。

关键词：低共溶溶剂；锂离子电池回收；绿色化工；

背景介绍

由于锂离子电池(LIBs)有着能量

利用高、功率密度高和环境友好等特

点，LIBs在移动电子、储能、运输等

领域需求的快速持续增长 [1-3]。然而，

LIBs在小型电子产品中的使用寿命仅

为3年左右，在电动汽车中使用寿命仅

为5年左右，预计将产生大量的废旧

LIBs，到2020年，仅中国就将产生超

过50万吨废旧LIBs[4]。对LIBs采用特定

回收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LIBs废

弃物对环境的影响，如【表1】，也可

以缓解电池制造商供应链上的原料限

制，例如钴和镍等。预计到2030年，全

球LIB回收市场规模将达到237.2亿美

元[5]。尽管从废旧电池中有效回收原材

料在经济和环境方面都具有优势，但

现有技术仍面临实际问题。

 ▲【表 1】废弃 LIBs的常用材料及潜在污染

废弃LIBs的大部分可回收价值都在正极，约占41%。回收的常用方法有火法

冶金法和湿法冶金法或者两者的组合，见【图1】[4-6]。其中，火法冶金在工业中

占主导地位，极端温度(1400 ºC或更高)会带来高昂的能源成本，而且会大量排放

有害气体[7]。此外，如果仅仅用火法冶金几乎不可能完全回收所有的金属，如锂

和铝[8]。湿法冶金是最可行的选择之一，因为它的金属浸出率高，回收产品纯度

高[9]。然而，湿法冶金通常也涉及腐蚀性试剂，如盐酸、硝酸和硫酸，对工人和

环境构成危害[10]。因此，从经济和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为实现有价金属资源的

循环利用，降低固体废弃物处理对环境的影响，环境友好型的低共溶溶剂表现出

了较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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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共溶溶剂（DES）是氢键供体和受体的共晶混合物，通常由廉价，易于制备，相对无毒和可生物降解的化合物制

成。使用DES回收LIBs技术[11]的一个主要优点是不需要额外的步骤【图2】，不需要额外的还原剂或昂贵的溶剂萃取剂，实

现锂离子正极材料的全组分回收，并且还有着良好的复用性，这些优异的性能意味着复杂的锂离子回收出现了革命性的新

技术。在2019年美国莱斯大学Pulickel 

M. Ajayan课题组将低共溶溶剂引入到

锂离子电池的回收处理中，实现了锂

离子电池绿色环保回收。然而，目前

技术仍旧不成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

还很多。例如，如何实现在低共溶溶

剂中废弃LIBs的集流体与正极材料的

高效快速分离 [12]；如何进行低共溶

溶剂对正极中有价元素的高效溶解、

萃取和分离[13]；低共溶溶剂的复用性

研究尚未完善。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

对提高低共溶溶剂回收LIBs技术的经

济和环保方面有着重大的意义。

 ▲【图 1】废弃锂离子电池的工业回收过程流程图 [5]

 ▲【图 2】基于 DES电池回收正极原理图 [11]

低共溶溶剂是衍生自离子液体

的，其具有具有低晶格能量的大不

对称离子，导致其低熔点的特性。它

们是通过络合氢键受体的化合物和金

属盐或充当氢键供体的有机化合物而

得到，因此可以根据目的进行调整和

设计。低共溶溶剂的制备通常非常简

单，它们是通过将氢键受体和氢键供

体放在一起并在通常位于50 ºC至100 ºC

的温度范围内混合足够长的时间以使

氢键形成然后冷却来合成的。

通常，锂离子电池正极含有约90 wt%

的活性材料，约7-8 wt%的乙炔黑导电

剂和3-4 wt%的有机粘合剂聚偏二氟乙

烯，并涂有一层厚度为约0.1mm金属箔

集流体[14, 15]。有机粘合剂具有出色的机

械强度，化学稳定性以及耐紫外线和

耐候性，其高稳定性及其强大的结合

低共溶溶剂的组成与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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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集流体和正极材料的有效分离，已经尝试了

各种方法。加热煅烧容易引起氟化氢的挥发，且破坏活性物

质的晶体结构[17]。若将金属箔直接溶解在酸或碱溶液中将导

致随后繁琐且冗长的金属离子分离步骤[18-20]。相比之下，从

各方面角度考虑，粘接剂的溶剂溶解可能是阴极材料回收过

程中的最佳选择[21]。首先，如果可以有效地溶解粘接剂，则

可以以干净完整的形式回收金属箔集流体；其次，将简化后

续的金属浸出和分离程序，以保证最终产物的纯度。

鉴于这些优点，N-甲基-2-吡咯烷酮，成为溶解粘接剂

的首选溶剂[22, 23]。然而，NMP的低毒性和高价格增加了环境

风险和回收成本。离子液体也用于溶解粘接剂[24]，然而，离子液体的合成步骤复杂，生产成本高，也限制了其工业应用和

推广[25]。因此，与离子液体性质相似，更为绿色环保的低共溶溶剂引起了广泛地注意。清华大学的研究团队[12]合成了绿色

且性能良好的氯化胆碱-甘油低共溶溶剂，从铝箔集流体上剥离了99.86 wt%的正极活性粉。

能力严重阻碍了废弃LIBs中集流体与

正极材料的分离[16]。因此，利用低共

溶溶剂回收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的第

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有效地破坏粘接

剂，使得正极材料与集流体的高效分

离。其次是，正极活性材料的成分主

要为磷酸铁锂、三元镍钴锰、钴酸锂

等含锂金属氧化物，实现低共溶溶剂

对其高效的溶解萃取和分离回收是个

极大的挑战。最后，对于实现绿色锂

离子电池回收的必由之路，低共溶的

溶剂的重复性利用是不可缺少的。因

此，设计性低共溶溶剂有利于解决这

些问题，实现绿色锂离子电池回收。

 ▲【图 3】低共溶溶剂的一般性固液相图

低共溶溶剂作用下粘接剂的溶解失活

 ▲【图 4】低共溶溶剂作用下的粘接剂破坏 [12]

低共溶溶剂与正极活性材料的相互作用

低共溶溶剂能够对正极活性材料

与相互作用而对其进行浸出溶解和萃

取分离，从而实现正极活性材料与乙

炔黑导电剂的有效分离，进而回收高

纯度的有价金属元素。英国莱斯特大

学Andrew P. Abbott等人 [26]在低共溶

溶剂中确定了元素质量系列Ti至Zn中

17种常见金属氧化物的溶解度，并认

为决定性因素是质子充当了良好的氧

受体并导致了金属氯酸盐的形成。比

利时鲁汶大学学者 [27]研究发现氢键受

体：氢键供体摩尔比对金属氧化物的

溶解性起关键作用。这些工作为实现

基于低共溶溶剂的正极材料的回收打

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数据支撑。

Nand Peeters等人[28]发现在集流体

金属铝和铜的存在下，以水稀释的氯

化胆碱-柠檬酸低共溶溶剂是一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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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低共溶溶剂技术回收锂离

子电池正极材料具有绿色环保和高效

等优点。然而，对低共溶溶剂回收废

弃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技术仍旧不成

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还很多。例

如，低共溶溶剂可以实现废弃LIBs中

的集流体与正极材料的分离，但粘接

剂的溶解失活机制理解还很欠缺，以

进一步地实现高效快速的集流体与正

极材料分离；需要建立系统性的低共

溶溶剂对正极中有价元素的相互作用

机制，实现正极材料的高效溶解、萃

取和分离，并进一步地实现废弃LIBs

中的正极材料的综合回收和增值利

用；对于低共溶溶剂回收废弃LIBs的

复用性研究尚未完善，这对提高低共

溶溶剂回收LIBs技术的经济和环保

方面有着重大的意义。已经有越来越

多的研究者的兴趣转移到了基于DES

的锂离子电池回收技术，这将会促进

EDS回收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实

现绿色环保高效的锂离子电池回收的

工业化之路。

的用于钴酸锂浸出剂。浸出机理的研究表明，浸出LiCoO2的必要成分为：(1) 将钴(iii)还原为钴(ii)的还原剂，(2) 阴离

子形成金属氯配合物的氯化物，(3) 与

氧化物离子反应形成水分子的质

子。Wang Shubing 等人 [29]利用电化

学方法-循环伏安法进行低共溶溶剂筛

选，并结合Fukui函数计算以进行理论

分析，验证了通过使用还原电位更大

的DES，可以显着降低温度和反应时

间，这显示出了可以通过电化学方法

快速，可靠地筛选合适的低共溶溶剂

的巨大潜力。
 ▲【图 5】循环伏安法 (CV)和废弃 LIBs的回收 [31]

低共溶溶剂的复用性研究是低共

溶溶剂回收锂离子电池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可以减少低共溶溶剂回收过程

的废弃物闭环利用，实现绿色环保的

回收工艺。英国莱斯特大学Andrew 

P. Abbott等人[26]观察到低共溶溶剂中

氧受体的存在有助于金属氧化物键的

解离，这意味着溶剂化学组成的部分

改变。但Pulickel M. Ajayan等人[11]认

为这种转变在恢复过程中，可以通过

沉淀或者电沉积进行处理实现的复用

性,见【图5】。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

Guillaume Zante 等人[30]使用利多卡因-

羧酸的低共溶溶剂从废弃锂离子电

池的模拟浸出液中回收金属，研究发

现可以使用草酸钠或电化学方法从负

载的低共溶溶剂相中回收金属。因

此，对低共溶溶剂的复用性研究应该

着重于负载的低共溶溶剂相实现回收

金属，进一步地而实现低共溶溶剂的

复用性。

 ▲【图 6】DES的复用性 [11]

结论与展望

低共溶溶剂的复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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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这种颜色及显示的材料一直是

人类的永恒追求。在寒冷的冬季，黑

色衣物能够吸收太阳光的热量，让人

更多地感受太阳的温暖。很早人们就

使用石墨或者炭黑作为黑色颜料了。

在中国传统制墨工艺中，松枝不完全

燃烧产生的炭黑以气溶胶形式升腾而

附着到倒扣的碗中，所收集到的多孔

炭黑气溶胶对可见光具有较强的吸收，

呈现黝黑的色泽，所制得的墨锭细腻

浓黑，用于书法绘画，手感效果俱

佳。虽然当时没有气溶胶、光吸收的

概念，却也无意中符合科学的道

理。 1878年，天文学家Langley将从

煤气灯烟尘制得的炭黑涂敷到金属铂

条的表面，利用炭黑吸收太阳辐射引

起下方的金属条升温导致其电阻值的

变化，从而实现辐射热的测量。这样

的设计足以探测到0.00001摄氏度的温

差，最终带来了红外分子吸收谱线以

及氢元素红外Fraunhofer线的发现，随

后在气候和天文观测领域发挥重要的

作用。1889年，L.Mond和C.Langer以

铂黑为电催化剂制作燃料电池，因为

这种蓬松多孔的铂黑具有较高的比表

面积和催化活性，此后也用于氢电极

及很多催化电极的活性表面。

光，在黑色中沦陷——有趣又有用的超黑材料
作者：钱审让；Email：augsteinqian@lia-edu.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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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说到黑，那你知道黑色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颜色吗？其实

我们能看到物质以及物质的颜色，

本质上是光源照到物质的表面，一

部分波长的光被吸收，剩余反射到

人眼被接收的特定波长的光所呈现

出来的颜色。而理想中的黑色是指

光几乎全部被吸收，没有光进入人

眼，实际上是一种看不到的颜色。当

然，一般的黑色并没有那么黑，多少

有一点残余的光进入人眼。真要说

“黑”，还得看“超黑”。这是一

种有趣的现象或材料，几乎99%以上

的光都被吸收，我们看到的其实是

它的背景色所衬托出来的“黑洞”。

实际上，自然界中有不少物种具有这种有趣的“超黑”。雄性天堂凤蝶（Papilio ulysses）的翅膀呈现亮丽的蓝

色【图1】，其周边的黑色部分越黑，衬托蓝色部分越艳丽，在求偶竞争中也就越有优势。科学家发现，蝴蝶翅膀鳞片中有

许多直径不超过1微米的小凹坑【图1】，这种微细结构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介质光折射率的不同吸收不同波长的光，从而

形成比一般的黑色还要黑的超黑。新几内亚岛上有一种华美极乐鸟【图1】，它的羽毛呈现深不见底的、迷人的黑色，它可

以吸收99.95%的光线。研究人员发现它们的羽轴上分叉出纤细的羽枝，羽枝上又分叉出更加纤细的羽小枝，这些羽小枝卷

曲有刺，所形成的大规模微米阵列结构使得进来的光线不断被吸收而无法逸出。在华美极乐鸟极具魔性的求偶舞步中，身

上超黑的羽毛衬托相邻的彩色部分格外靓丽醒目，以此获得雌鸟的青睐。最近发现的一种深海梦角鮟鱇属的鱼，其反射的

光线量在0.044%-0.051%之间，这种微弱的反射能力使得它比超黑蝴蝶和华美极乐鸟还要黑。

人们模拟天堂凤蝶或者华美极乐鸟的

翅膀制备超黑材料。一般而言，这种材料

具有极好的多孔纳米结构，孔中有孔、坑

中有坑，即使是不同波长的入射可见光进

入后，也会陷入多次折射和反射，最终几

乎全部被吸收，呈现超黑色外观。由于超

黑材料对可见光具有极高的吸收率、在色

彩颜料、光学仪器、军事航天等领域具有

较有较高的应用价值和广阔的市场前景。

镍磷超黑是一种有趣的材料，采用无电沉

积法制备的超黑镍磷合金膜吸收光的比率

达到99.7%，比山兰凤蝶吸收光的效率要

高很多，用于制造精密光学仪器，其反射

率比目前光学仪器上所用的黑漆还要低

10倍到20倍。

 ▲【图 1 】雄性天堂凤蝶 [1]及其翅膀微观结构 [2]，华美极乐鸟 [3]及其羽毛微观结构 [4]

 ▲【 图 2】英国 Surrey Nano Systems公司生产的超黑材料 [5]，在铝箔基底上生
长 TiO2纳米管形成超黑表面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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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Surrey Nano Systems公司

生产出一种几乎“看不见”的超黑材

料，被命名为Vantablack【图2】，它

是在铝箔片上生长比头发细10000倍

的碳纳米管阵列所形成的，光线进入

细小而致密的碳纳米管阵列，几乎

无法逸出，仅仅反射0.035%的光，

肉眼根本无法分辨。当凝视这个材料

时，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黑洞或者是一

片深渊。这种超黑材料可用于伪装军

队车辆或隐身军用飞机，能够阻止杂

散光进入望远镜或天文照相机等光学

器材，让红外扫描系统运行得更加有

效，增强其发现、拍摄暗星等宇宙最

古老物质的能力。显然，这种材料在

光学仪器、军事航空、天文观测等许

多领域具有重要的用途。没有最黑，只

有更黑。麻省理工学院和上海交通大

学的联合研究意外发现了一种更加超

黑的材料，从铝箔上生长的TiO2纳米管

阵列密密麻麻，在表面像一大片绒毛

覆盖其上、彼此纠缠，从各个角度入

射进来的光子完全迷失了方向，最终

99.995%的光线被吸收，几乎接近黑洞

100%的吸收，比Vantablack的超黑材料

还要黑上10倍之多。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利用

国，也是最大的太阳能面板生产国，

模仿自然或生物制备超黑材料有助于

提高太阳能电板的光吸收和光转化效

率，推动太阳能的广泛应用。吸收的太

阳能可以用于直接发电、光解水制氢储

能甚至污染物降解。同济大学在铜泡沫

上生长Cu(OH)2纳米线和Cu-MOF纳米

晶须，制备了一种类松针纳米结构的

铜基超黑材料，在太阳光波段的吸收

率达到99%，通过太阳能高效光热转换

来加热和蒸发海水，从而实现海水淡

化并获得饮用水。

 在新材料领域，除了超黑，还

有超硬、超轻、超亲水、超疏水、超

强酸、超强碱、超导体、超高压、超

音速，无一不是剑走极端，直指人

心！这些具有极端性能的超级新材料

正在极大地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与文

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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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性金属有机框架
作者：裴贺兵，莫尊理 *.；Email：peihebing@163.com

金属有机框架(MOFs)，又称多孔配位聚合物(PCPs)，是

由有机配体与金属离子或金属簇(二级构筑单元，SBU)形

成的无限网络状结构的有机-无机杂化晶体材料[1]。MOFs是

高度结晶的固态化合物，具有超高的孔隙率、比表面积和

孔体积，且其结构多样，功能可设计，在吸附、分离、催

化、传感等方面具有出色的性能和应用前景，激起了全球

科学家们的研究兴趣，受到了广泛关注[2]。MOFs 延续了分

子筛的命名传统，也采用相应的研究机构首字母缩写来命

名，例如 ZIFs：Zeolitic Imidazolate Framework，沸石-咪唑骨架；

MIL：Materials of Institute Lavoisier，拉瓦锡材料研究所；

HKUST：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香

港科技大学；ZJU： Zhejiang University，浙江大学。

 ◄【图 1】几种常见的金属框架材料（图片源自 ACS）

手性是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和生命体系的本质属性,在化学、药理
学、生物学和医学等领域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3]。若分子无法与其镜像重合，
称为手性分子。结构成镜像对称的分
子即手性对映异构体。在药理学、生
物学和医学方面，某些手性分子的左
旋或右旋异构体具有完全相反的药理
作用和毒性[4]。随着医药卫生、精细化
工、农药产品等领域的飞速发展，人们
对手性化合物的需求也是逐步攀升。对
映体纯的手性分子对人类健康和环境
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手性金
属有机框架是继手性分子筛、手性介
孔硅材料之后出现的又一种手性多孔材料，已成功用于手性催化、手性分离、不对称催化和圆偏振发光等光学器件[5]。

目前设计合成手性金属有机框架材料的方法主要直接合成法，间接合成法和自发拆分三种[6]，如【图2】所示。直接合

 ▲【图 2】手性金属 -有机框架的合成策略 [6]（图片源自 Elsev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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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法就是采用手性有机配体与金属中心进行组装；间接合成法主要有手性模板法和后修饰法，手性模板法是非手性有机配
体与金属离子通过手性模板诱导合成，后修饰法是非手性金属-有机框架与单一镜像手性物种发生化学反应进行修饰来实现
手性化；自发拆分法是在非手性有机配体与金属离子配位过程中自发拆分合成。

手性金属-有机框架已在手性催化中显
示了重要的应用价值[7]，2000年Kim等首次
报道以CMOF材料作为异相不对称催化剂催
化酯的不对称交换反应[8]。CMOF材料用作
异相不对称催化剂必须同时具备以下几个条
件：①催化活性位点必须分布于适当的手性
环境中，以利于其产生强的不对称诱导作
用；②材料的孔道和窗口尺寸必须足够大，
以利于底物和产物的扩散；③整个催化进程
中必须保持框架结构的稳定性和完整性。
手性金属-有机框架作为不对称催化的催化
剂，除了对其框架结构的调节，金属节点以
及有机配体的设计更为重要。

手性分离是一种获取单一对映异构体
的有效手段[10]。由于一对对映异构体的物理
性质极为相似，很难通过纯物理的方法对其
进行分离，手性-金属有机框架材料由于具
有规则均匀的功能孔道、较高的孔隙率以及
良好的稳定性，从而成为手性分离的理想介
质。由于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传统的硅沸石
以及碳材料等，因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更
重要的是，手性-金属有机框架孔道内的手

性环境可以通过分子水平上的设计来进行有效调控。2011年袁黎明课题组首次报道了使用CMOF制备的手性气相色谱固定
相分离对映异构体[11]，2012年，金万勤课题组首次报道了利用CMOF膜进行手性分离[12]。目前，利用手性-金属有机框架进
行手性分离主要包括吸附分离[13]、共结晶分离[14]、色谱分离[15]以及膜分离[16]四种方法。其中吸附分离与色谱分离研究得最
为广泛。但是目前有关手性金属有机框架的对映异构体分离研究局限于实验室中，对于分离机理的深入研究并制备出具有
优异手性分离性
能的手性金属有
机框架依然是未
来十年内的巨大
挑战，在这一领
域内，手性金属
有机框架膜拥有
巨大的潜在应用
价值，在未来将
占据更加重要的
地位。

 ▲【图 3】手性金属 -有机框架在不对称催化中的应用 [9]（图片源自 ACS）

 ▲【图 4】手性金属 -有机框架在手性分离中的应用 [12-13]（图片源自 ACS和W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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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性金属有机框架材料在圆偏振荧光（Circularly Polarized Luminescence, CPL）领域也显示出诱人的前景，圆偏振荧光
是指手性发光体系发射具有差异的左旋和右旋圆偏振光的现象，可反映手性发光体系的激发态结构信息，在3D信息显示、
信息存储以及光学传感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手性金属-有机框架具有可调的孔结构，可以结合具有高发光效率的有
机分子，通过手性和能量传递的协同作用，促进CPL信号的放大。

合成和表征手性金属-有机框架仍十分困难，其关键在于手性有机配体的设计合成，实现对框架结构的合理设计和精准
调控仍然存在很多挑战。开发新的手性金属-有机框架构筑策略。对于进一步丰富手性金属-有机框架的结构和功能都具有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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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发热的“布”——温暖整个冬奥的石墨烯材料
作者：许程宇，郑柳萍 *.；Email：zlpfjnu@163.com

瑞雪祥云、唐花飞雪、鸿运山水的吉祥图案与霞光红、

天霁蓝、冰蓝、瑞雪白的正色搭配，加上中国传统刺绣、提

花、绒花等工艺，构成了极富中国韵味的冬奥颁奖服饰（如

图1）。身穿精美服饰的颁奖人员，不仅要为运动员送上荣

誉，表达祝贺，而且要在零下20 ºC的寒冬

户外长久的保持优雅的站姿。在这

寒风料峭、冰天雪地的颁奖现

场，礼仪志愿者们穿着如此单

薄，为什么还能保持十分端

庄、大方的仪态呢？其实答案就在这精心设计的颁奖服饰中。礼仪志愿者们所穿的衣服是由

一种特殊的“布料”制作而成的，只要按下藏在暗处的加热开关，只需很小的电能就能使衣服

快速升温，为人体提供温度的保障，这种神奇的“布料”就是——石墨烯发热材料。

 ▲【图 1】2022年北京冬奥会颁奖礼仪服装（图源自网络）

石墨烯（如图2）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得到的只有一层原

子(厚度仅为 0.335 nm[1])的材料，其独特的二维蜂窝状碳纳

米晶体结构使之具有优越的物理学性能[2]。在石墨烯晶体

中，碳原子以sp2杂化轨道形成离域大π键，使电子可以在其

中自由移动，因而石墨烯具有良好的电学性能,其电子迁移

率超过15000 cm2/(V•s)，远高于碳纳米管和单晶硅，电阻率

为10-6 Ω•cm，是世界上电阻率最小的材料[2]。同时，它的导

热性能也使人为之惊叹，其热导率高达5300 W/(m•K)，是迄

今为止导热系数最高的碳材料[1]。  ▲【图 2】石墨烯结构示意图（图源自网络）

由于石墨烯具有良好的导电、导热性能与极高的电热转

化率(高达99 %[3])，使之在电热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正如本次2022年北京冬奥会所使用的爱家科技与北京石墨烯

技术研究院等联合研发的石墨烯发热材料，就是这先进科技

的一种应用成果。将石墨烯制成水性分散液，并往石墨烯片

层之间插入碳纳米管与炭黑，从而构建稳定的三维体系，得

到水性石墨烯导电油墨，再将其生长在特定的纤维骨架上，

就能制备出石墨烯复合纤维，最后将这种复合纤维与特种纤

维、导电纤维进行混纺、混织，就能制备出石墨烯纺织物发

热材料[]。不仅如此，这种发热材料也兼具普通布料所具备

的耐水洗、柔软、轻薄舒适和耐用等优势，反复水洗、揉搓

和剪裁都会不影响它的功效[4]。

石墨烯为何具有优良的导电、导热性能？一

石墨烯发热布料是怎么制作出来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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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石墨烯发热服饰是怎样工作的呢？为什么当人们

按下加热开关，就能在低温、低电压(5V安全电压)的条件

下迅速启动，使衣服升温至35 ºC-55 ºC呢？答案仍然蕴藏在

它独特的二维纳米结构中。当按下加热开关，也就是对石墨

烯的两端施加电场，电场中的电子便反复激荡，使石墨烯晶

体出现表面声子现象。表面声子在快速传播的过程中发生能

量传递，将电能转化成为热能，而热能又通过波长为5-14微

米的远红外线以平面的方式进行均匀传递[5](如图3)。
 ▲【图 3】石墨烯发热膜红外成像与远红外线 [6-7]  

集 中 在 该

区间的远红外线

又被称为“生命

光线”，与人体

波长接近，能被

很好的吸收，从

而 使 人 感 受 到

晒太阳般的舒适

与温暖，同时又能与人体细胞形成“分子共振”和“内热效应”，促进新陈代谢，具有一定的理疗作用[7]。而发热服饰

之所以能够在低温、低电压的环境中迅速启动，快速完成电热转化，也缘自于它具有极高的电子迁移率、热导率、电热

转化率和极小的电阻率等优越的电热性能，从而使得科研人员研发出的各类保暖产品比如：冰墩墩暖手宝、石墨烯加热

马甲、手套、袜子等能帮助人体保持温度、抵御严寒。与此同时，石墨烯发热材料也应用在赛场专业设备的低温保护

上。在零下20 ºC的低温环境中，带有液晶屏、锂电池的电子设备的性能迅速下降，甚至不能正常开机工作。所以科研人

员也为这些电子设备研发了石墨烯外套，例如云转播背包，从而帮助转播设备延长使用时间，保障其在低温环境中的

正常工作(如图4)。

 ▲【图 4】石墨烯保暖产品（图源自网络）

说到这你一定很好奇，石墨烯除

了具有优越的电热性能，还有哪些神

奇之处呢？科学研究表明，石墨烯还

具有质量小、稳定性强、比表面积大

的特性，使其成为储氢材料领域的关

注重点 [2]；因其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

性，所以也可作为药物载体和神经接

口电极[8]；良好的吸附性能也是石墨烯

的一大优势，使其在重金属废水处理、

海水淡化等领域发挥着巨大作用[9]；力

学强度高于钢铁200倍，是航天军工领域的研究热点[1]；可见光透过率为97.7%，在液晶显示、光板制造等领域同样有着广

泛的应用前景[]。诸如此类的优越性能与众多领域的广泛应用，不胜枚举(如图5)。

 ▲【图 5】石墨烯的应用前景

石墨烯还有何应用？

你知道石墨烯发热服饰的工作原理吗？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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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此神奇的材料究竟是怎样

诞生的呢？2004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的两位物理学家，安德烈·海姆和康斯

坦丁·诺沃肖洛夫，利用透明胶带对天

然鳞片状石墨进行无限二分(如图6)，

用“铁杵磨成针”的坚持，终于得到

了很薄的石墨薄片⸺石墨烯[2]，打破

了“热力学涨落不允许任何二维晶体

在有限温度下自由存在”理论，获得

了201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两位研

究者所使用的“撕胶带法”属于“机

械剥离法”，此种方法虽然可以得到

微米宽度的石墨烯片 , 但费时费力，

不适合大规模的生产和使用[10]。现在制备石墨烯的主流方法有氧化还原法、甲烷还原法等，制作成本相比最初已经大大降

低，使得石墨烯越来越走进我们的生活。

人类的发展历史正是对物质与材料的利用历史，碳材料从几千年前作为烹煮食物的木炭，到几百年前作为工业革命

的煤炭燃料，再到今天以石墨烯等新型材料的形态面世，无不彰显着科技的进步与人类的发展。石墨烯被科学家称为“黑

金”、“新材料之王”，甚至被预言将“彻底改变21世纪。”相信继续探索石墨烯等碳材料的非凡之处，必将给人类打开

一扇新的大门，带领我们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如何获得石墨烯？

 ▲【图 6】“撕胶带法”制备单层石墨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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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饪土豆时发生了什么？

基于土豆在经济价值、营养价值和粮食安全等方面不

可替代的优势地位，中国在 2015年提出实施土豆主粮化

战略。在土豆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的今天，如何有效地烹饪

是关系食品安全的基础科学问题。土豆的烹饪方式有哪些，

在烹饪过程中都发生了什么物理化学变化呢？

 ►【图 1】新鲜土豆（图源自网络）

大约一万年前，土豆（学名马铃薯，又称洋芋、地蛋等）就已经在南美洲实现人工栽培，供养了印加文明，并在16世

纪由西班牙人带入欧洲，哺育和催生了工业革命的兴起与繁荣，也在进入中国的四百多年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如今，全

世界每年的土豆产量超过3亿吨，中国的贡献比例超过四分之一，常年稳居世界第一[2]。相比于稻米和小麦，土豆的生存能

力强、种植产量高，从【表格1】所列出的常见粮食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数据来看，土豆的单位面积产量远高于传统主粮。

土豆的价值和餐饮文化

 ▲【表格1】2021年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3]

 ▲炸薯条（图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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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从田间新出土的土豆（图源自网络）

土豆的营养成分丰富，除淀粉外，还含有人体需要但

无法在体内合成的8种必需氨基酸，同时在维生素、膳食纤

维、必需微量元素的含量方面也表现优异，可以说是兼备粮

食、蔬菜、水果的营养特征，与现代人们所追求的营养均

衡、健康养生的饮食理念相契合[1]。

土豆的烹饪方式多种多样，世界不同饮食文化区的人

们，发挥了十足的创造力，将不起眼的土豆做出数不清的花

样，全方位地满足人们的味蕾。对中国人来说，或许是那一

盘爽脆可口的家常版酸辣土豆丝，最能记起家的味道。除此

之外，它还以土豆炖鸡块、土豆粉丝煲、青椒土豆片、春炸

土豆饼等多种菜式充实着中国人的餐桌。中国当前的土豆人

均年消费量为41.9 kg，其中约70%是将其作为蔬菜食用[4]。而

在西方，人们倾向于将土豆作为主食，进行油炸、烘烤、捣

碎，发展出炸薯条、烤土豆、土豆泥等等，甚至还包括复杂

一些的香煎奶油千层土豆饼（Dauphinoise potatoes），同样

是五花八门。

 ►【图 3】中式炒土豆丝和西式香煎奶油千层土豆饼（图源自网络）

烹饪土豆过程中的物理化学变化

土豆在被烹饪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

什么变化呢？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

从土豆的主要成分淀粉说起。1943年，

Meyer等[5]发现淀粉是α-D-葡萄糖单元通

过糖苷键连接而成的聚合物，并以直链

淀粉分子和支链淀粉分子相互聚集形成

的颗粒而存在。如【图4】所示，淀粉

的周期性层状结构主要由支链淀粉簇状

结构中的双螺旋结晶区和支链淀粉分支

部分的非结晶区交替排列形成，其厚度

均为9nm左右。土豆淀粉是一种典型的

B型淀粉，所形成的六方晶胞中含有

12个葡萄糖残基，36个水分子，其中一

半的水分子与双螺旋紧密结合，其余的

形成复杂的网络结构。

 ◄【图 4】淀粉颗粒及糊化过程示意图 [6]

1. 淀粉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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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温下，水分子可进入淀粉颗粒的非晶层，使其进行可逆吸水溶胀，但受限于结晶区缜密的堆积形态，水分子难以进入

到淀粉分子链螺旋附近及空腔进行缔合，削弱或者消除淀粉分子链间强氢键作用力。因此土豆这种B型淀粉形成的晶体比大米

等A型淀粉形成的晶体更加完整，不容易受到酶的破坏。此外，土豆中的直链淀粉与脂质发生V型结晶空腔的包和作用，抑制

了淀粉颗粒的吸水膨胀，可以减少淀粉与酶分子之间的结合位点，产生对

酶的抵抗性。所以，人们无法消化生土豆，土豆必须做熟了才能吃。

以最简单的煮土豆为例，随着体系温度上升至大约55°C - 80°C时，在

水分子的作用下，淀粉颗粒的结晶区片晶会由侧表面向内部，由较薄处向

较厚处发生溶化[7]，原本坚固的防线被水分子突破，依靠氢键作用整齐排

列的淀粉分子链被打乱，淀粉分子链间的相互氢键作用被淀粉分子链与水

分子之间的氢键作用所取代，这是一个不可逆的吸水过程。淀粉的双螺旋

结构转变为与水缔合的单螺旋结构，颗粒内部的淀粉分子扩散、溶出颗粒

外，变成透明或半透明的淀粉胶体溶液，淀粉由半晶结构转变为完全的非

晶结构[8]，这一过程叫做淀粉的糊化（Starch Gelatinization），也就将土豆

煮熟了。

我们知道了土豆被煮熟的机理，

那么煮熟一个土豆需要多长时间呢？新

西兰奥克兰大学的一堂有趣的实验课程

探究了这个问题[9]，实验者将洗净的土

豆放入稳定在98°C - 99°C的水中煮制不

同的时间，分别测量在不同煮制时间下

土豆变熟的厚度（cooked thickness）和

生熟交界处的温度。

很显然土豆是由外向内逐渐变熟

的，如【图6】所示，热量从水中向土

豆内部的糊化反应前沿传递，下面的方

程定量地描述了煮熟土豆过程中各个参

数带来的影响[9]。

 ▲【图 5】煮熟的土豆（图源自网络）

 ▲【图 6】煮土豆过程中由外而内变熟的示意图 [9]

式中r0是整个土豆的半径，r i是尚未被煮熟部分的半径，t是时间，所以等号左侧dri/dt可用来表示土豆变熟的速

率。从等号右侧可以看出，土豆变熟的速率与土豆的热导率k、锅中水与糊化反应前沿的温度差ΔT成正比，而与糊化反

应焓ΔHR、土豆的密度ρ成反比。实验选取的土豆半径为12.5 mm，密度为1500kg/m3，热导率为0.624 W/(mK)，糊化反应

焓为4.6 kJ/kg。将其完全煮熟需要10分钟，而生熟交界处的温度在65±1°C，这正是淀粉糊化反应所需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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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实验我们可以总结出，土豆的大小形状和内部含水量都影响着熟透的速率，大小形状决定了土豆表面到中心

处的最短距离，内部含水量决定了热量传递和糊化反应发生的快慢。所以个头较小的土豆，以及土豆薄片、土豆丝，在

烹饪过程中都更容易变熟。

2. 美拉德反应和焦糖化反应

和水煮类似，蒸土豆和炖土豆发生的主要变化也都是淀粉的糊化，这些烹饪方式的共同点是水分足且温度不高。而煎

炸和烘烤则是水分少而温度高，在这样的条件下，土豆会发生另一种神奇的反应，从而获得不一样的风味。这便是土豆中

的还原糖和氨基酸之间的美拉德反应(Maillard reaction)[10]，它通常发生在140°C - 165°C，使食物迅速变为微褐色，释放6-乙

酰基-2,3,4,5-四氢吡啶等具有特殊香味的化学物质，让许多人迷恋。然而，美拉德反应还有可能产生一种具有致癌性的副产

物丙烯酰胺[11]。

如果温度进一步升高，达到大约160°C - 210°C，则会发生焦糖化反应(Caramelization)[12]，这是因淀粉分子热解而产生

颜色更深的褐色物质，并释放出丁二酮等挥发性物质，带来特有的焦糖味。美拉德反应和焦糖化反应的观感和嗅觉都较为

相似，但其化学机理不同，产物也不一样。这两种反应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可能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物质，所以从健

康的角度来说，我们要避免过于依赖高温烹饪。

烹饪土豆的注意事项

最后来总结一下烹饪土豆的注意事项。首先土豆不可生吃，因为人体无法消化结晶区的淀粉，生吃会引起消化不良，

所以我们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将土豆烹饪出丰富的口味。同时也要注意，在烹饪土豆的时候，温度尽量不要过

高，以免产生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如果一次性买太多，可以将土豆储存在阴凉干燥处，但长时间存储的土豆可能会发绿

以及长芽，此时的土豆会在表皮处聚集较多的龙葵素，就不能再吃了。新鲜的土豆可以洗净后带皮烹饪，土豆皮中含有维

生素、膳食纤维和钾元素，对人体是有益的，工业上也从土豆皮中提取黄酮类和多酚类等抗氧化物质。希望在国家的土豆

主粮计划实施之下，我们能越来越多地认识并喜欢这种经济实用、营养丰富、美味健康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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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的故事之维 C

小明是未来小学的一名四年级学生，今天他的家庭作业是搜集有关维生素C的资料，第二天上课时与大家

分享。别看小明长得老实憨厚，但是做起事来却是雷厉风行。一回到家，他就打开电脑迫不及待地搜索起来。

铺天盖地的信息让这个小男孩目不暇接，深感大开眼界。不知不觉间，他的眼皮开始变得沉重，努力振作几番

无果后，终于头一歪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小明猛地眼前一亮，他努力往四周一看，到处都是一片碧蓝，自己居然置身于大海中

央！小明心中一慌，低头一看，“自己的脚怎么

变成了鸟的爪子！”赶紧伸出自己的双手，发现

居然是一对翅膀，“自己在梦中居然变成了一只

海鸥！真够离谱的”，小明心中暗自揣测，但却

也知道这是在做梦，所以并不怎么慌乱。摸清情

况后，他开始仔细观察脚下的环境起来，他此时

正站在一艘帆船的桅杆之上，帆船的夹板上，躺

着许多憔悴不堪的水手，这些人面色发黑，嘴巴

中还往外渗血，腿上浮现着紫色斑点，有的人腿

和肚子涨得很大，一看就命不久矣【图1】。

小明知道，这就是资料中所说的坏血病，过

去的水手长期在海上航行，吃不到水果和蔬菜，

不能补充到维C，所以很容易患上坏血病而失去生命 [1]。直到1603年，英国航海家兰开斯特船长创造了奇

迹，他带着水手们开展了为期三年的远航，其船上没有一个人患上

坏血病！他的总结起来经验只有一句话⸺“每天3匙柠檬汁”。他

的这一发现给了其他航海家启发，1734年，奥地利船医克拉默发现，

水果和蔬菜能预防坏血病[2]，英国船医詹姆斯·林德【图2】研究了克

拉默的笔记后，在船上做了一组对比实验，证实了克拉默的发现，并

写下了专著《坏血病大全》[3]。

很快，柠檬汁能够预防和治疗坏血病的消息传遍了整个英国海

军，柠檬成为了英国海军的必备品，“柠檬海军”的外号也不胫而

走。1922年，匈牙利医生布达佩斯发现卷心菜里有一种物质能够阻

止食物在空气中被氧化，不久之后他发现动物肾脏中也存在同类物

质。匈牙利医学家圣捷尔吉【图3】在美国访学期间，成功从牛肾

中分离出了维生素C，他请英国化学家WalterH. Haworth测定其结

构，但未能成功。

 ▲【图 1】坏血病（图片源自网络）

 ▲【图 2】詹姆斯·林德（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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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圣捷尔吉回国后，再送给WalterH. Haworth一批样

品，终于确定了维生素C的分子结构【图4】。借此发现，圣捷尔吉

获得了1937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4]。

浑身一阵颤抖，小明猛地惊醒起来，原来是南柯一梦。小明揉了

揉惺忪的双眼，继续浏览起资料来。

 ▲【图 4】维生素 c的分子结构（图片源自网络）

 ▲【图 3】圣捷尔吉（图片源自网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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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们把维C从水果蔬菜中转移到了其他物品中，让维C摆脱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发挥出更大的作

用。维C最常见于药品、保健品之中，平时人们去药店购买维C，导购往往会推荐客户购买保健品，这是因为保

健品的售价较高，导购能够获得更高的提成；维C的药品售价很低，让导购无利可图，因此并不向客户推荐该

产品。保健品的售价之所以很高，并不是因为它们的效果更好，而是因为它们投入了更多的广告宣传和包装费

用，使它们看上去身价倍增，所以大家在补充维C的时候，千万不要花了冤枉钱呀！ 

维C固然重要，但并不是意味着摄入其越多越好，当体内维C含量过高，就会形成血栓，更可能导致泌尿

系统结石，损伤肾脏；尿液中铁、钙和锰的排泄量增加，引起腹泻、腹胀；血尿酸浓度升高，诱发痛风。

此外，维生素C还很脆弱，遇到水、热、光、氧、烟，都会使其变质，所以在烹饪蔬菜的时候，一定不能加

热太久，否则会导致维C流失。

在某些化妆品中，其配料表之中也写着维C，这并不是完全的噱头，维C存在着一定的美白效果。其能够

将多巴醌还原为多巴，阻断黑色素生成的氧化链，从而抑制黑色素的形成，达到美白的效果。

维C还具有一定的防癌抗癌作用，其功能源于其强大的抗氧化能力。肿瘤在形成过程中，常常伴随有氧化

与炎症反应的发生，患者长期大剂量的使用维生素C，可以有效降低肿瘤进一步恶化的风险，在对抗动脉粥

样硬化等疾病中也有着不俗的表现[5]。

看到这里，已经是资料的最后一部分了，小明关闭了电脑，不禁浮想联翩。短短四百年间，维生素从柠檬中

走出，进入到果汁中，在走进药品和保健品里，到今天，它又成为了化妆品的有效成分。人类的想象力是何其伟

大，在未来，或许会出现维C内衣、维C口红、维C口香糖、维C空气清新剂，想到这里，小明不由得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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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癌症成为世界上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近两年肿瘤治疗领域冉冉升起的一颗抗癌“新星”⸺硼中子俘获

疗法（BNCT）,这种治疗方法不仅治疗周期短，能够精准消灭癌细胞，不损伤周围细胞，而且副作用低，患者恢复起来也

十分快速，虽然理论上的BNCT放疗安全且精准，但是从临床实验到成为一线治疗方案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硼元素到底

在生活中还有哪些用途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硼友”。

作者：陈艺；Email：cy10872021@163.com

又爱又恨的“硼友”

一、硼的发现过程

人类对于硼化合物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时期的玻璃制造，在我国公元前

300年就将硼砂用作制陶的釉料，古代的炼丹术中也曾使用过硼砂，然而对于硼酸的成分

直到19世纪初人们还没有结论，拉瓦锡曾经在《化学基础论》中提及从硼酸中提取硼酸

素，并认为其是一种元素，由于科学技术的局限并未提取成功，但是硼元素假说的形成为

后世硼单质的制取提供了理论基础。直到1808年，英国的戴维过用钾还原硼酸分离出硼，同

年法国的吕萨克(Gay-Lussac)和泰纳(Louis Jacques Thenard)也进行了相关研究成功分离出

硼，称其为bore，由于当时的技术受到限制加上硼极易氧化，分离出的硼纯度并不是很高，

通过之后科学家们的大量研究，1892年法国科学家穆瓦桑分离出了较高纯度的硼，到1911年

美国科学家E·Weintraub通过高压电弧点燃氯化硼蒸气和氢气的混合物的方法才制备出纯度

达到99%以上的纯净硼[1]。发现过程如此坎坷的硼都有哪些性质及其应用呢？

二、硼的分布以及应用

硼在元素周期表中处于第二周期第Ⅲ主族，原子序数为5，相对原子质量数为10.81，

是地球上最轻的非金属元素，纯净的硼为深棕色粉末或黑色，熔点和沸点分别为 2076 ºC和

3927 ºC[2]，其在地壳元素丰度表中处于中间偏后的位置，是并不常见的元素，在自然界没有

游离的硼单独存在，主要以化合物的形式存在，根据硼矿物的化学组成可将其分为三类，分

别是硼硅酸盐矿物、硼酸盐矿物、硼铝酸盐矿物。全球硼矿资源丰富，绝大部分集中在土

耳其、中国、美国、俄罗斯、秘鲁等国。其中土耳其硼矿储量占比约 82.7%，我国硼矿储量

占比约 6.8%[3]，我国硼矿主要分布在青海、西藏、辽宁、吉林、湖南等地，其中辽宁-吉林

沉积变质型硼矿成矿带与青海-西藏盐湖型硼矿成矿带，约占总储量的90 %[4]。硼的化合物

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下面就对硼及其化合物的应用进行简要说明

1、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在农业生产中，硼是高等植物必需的营养物质。它对花药发育、花粉萌发和花粉管生

长起着关键作用，如苹果树木对硼的需求较高，由于硼在生殖生长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

坐果不良和产量下降是缺硼的一个明显迹象，缺硼树的苹果个头小、变形、容易开裂，颜

 ▲【图 1】约瑟夫·路易·盖 -
吕 萨 克 (Joseph Louis Gay-
Lussac)，法国化学家（图片
来源网络）

 ▲【图 2】泰纳 (Louis Jacques 
Thenard)，法国化学家（图
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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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不红等。缺硼的樱桃嫩枝生长一段时间，然后尖端死亡，树皮经常发生劈裂。油菜 “花而不实”症，棉花 “蕾而不花”

症，小麦“不稔”症都与缺硼元素有关，为了有效提高坐果率和产量，农业生产中常用硼肥改变这一现象，目前硼肥主要

品种为硼砂，其次为硼酸和硼泥等，相比生物工程的方法，施用硼肥是解决农业生产中土壤硼缺乏的重要措施之一[5]。

2、在医疗行业中的应用

在医疗行业中，除了文章开头所说的硼中子俘获疗法治

疗癌症以外，硼元素是高等生物身体所需的元素，主要分布

在脑、肝、肾、骨骼以及脂肪组织中，可以帮助人体吸收钙

和镁，有效预防骨质疏松症，并降低肾结石风险，还可以有

效减轻关节炎症，降低人类患关节炎的风险和症状的严重程

度，比如常用的硼酸软膏【图3】，对治疗湿疹、急性皮炎

等症状十分有效，硼酸可用于治疗细菌和真菌感染。除此以

外，女性在到达更年期，雌激素水平降低，也可以利用硼药

物有效缓解更年期症状。

3、在工业、国防中的应用

硼除了在农业、医疗领域有其重要的价值，在工业、国

防中也有其重要的应用价值[6]。地球中的绝大部分硼矿石都被精炼为硼砂和硼酸，70％的硼用于生产玻璃和陶瓷。其中46％

的硼化合物可用于生产玻璃纤维。生活中硼酸可作为杀虫剂，对蚂蚁，跳蚤和蟑螂有一定的作用，在冶金行业中，向铜、

铝等金属中加入硼可以有效提高硬度、耐腐蚀性等性能。在航空领域中硼氢化合物可用于航天飞机燃料，如美国宇航局的

阿波罗就含有三乙基硼烷作为燃料，硼化合物还是十分重要的国防材料，如碳化硼可用作核反应堆的控制装置，氮化硼在

高温润滑剂、导热材料、耐烧蚀材料、超硬材料等领域有着重要的应用。

硼元素及硼化合物以其自身独特的性质在农业、医疗、国防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除了上述的优点以外，但是

硼及其化合物也属于低毒类无机物，过犹不及，长期接触与硼相关的行业人员会产生神经衰弱、秃头等症状，如不慎误食

可能会发生恶心、呕吐、头痛、腹泻等症状[7]。重症时会出现精神错乱，惊厥，体温、血压下降等，24小时至数日内因休

克、尿毒症等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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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生活中所用的硼酸软膏（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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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氯公子的户口本，你会发现他有一个曾用名“氧化盐酸”。这就要追溯到1774年了，当时由于冶金工业的需

要，舍勒用浓盐酸与软锰矿反应，制得了黄绿色气体⸺氯气。但那时舍勒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发现了一种新元素， 而且因

为拉瓦锡的影响，他认为这种黄绿色气体是一种化合物，

并称其为“氧化盐酸”[1]。直到1810年，戴维经过大量实验

研究，才确认这种气体是由一种化学元素组成的物质，他将

这种元素命名为chlorine，这个名称来自希腊文，意为绿

色，我国早年的译文将其译作绿气，后改为氯气[2]，化学式

为Cl2。

因为自身原因，氯公子遭到了一些非议，一切都得归

因于氯公子的毒性，氯公子会造成人的呼吸道严重受损，对

眼睛黏膜和皮肤有高度刺激性，也会损伤人的内脏器官，甚

至会危及生命。氯公子从起初的遭人非议到后来的被人唾

弃，还要从1915年说起，那时氯公子年轻气盛，一心想要闯

氯公子的正名之路
作者：郭欣枝；Email：342581142@qq.com

氯公子是一种元素，位于元素周期表第三周期第七主族，元素符号为Cl，在地壳中含量不多，主要以氯化钠等盐类

的形式存在于海洋中。氯公子是同族元素中最早被分离出来的单质，当氯公子初遇舍勒的时候，氟还在萤石中等待

被唤醒，溴还在黑角藻中等待他的知己巴拉尔，而碘更是在苦苦守候她的命中注定库特瓦。

 ▲【图一】氯元素的性质数据（图源自网络）

 ▲【图二】氯气的发现者与确认者：左舍勒右戴维（图源
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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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江湖、行侠仗义，偏偏遇到了这个使他坠入深渊的戴夹鼻眼镜的小胡子秃头化学家⸺弗里茨•哈伯，这个别有用心

者借与氯公子结盟共同造福人类的假意，将氯公子制成化学武器在伊普尔投放，造

成5000名法军死伤遍地。更有甚者，淞沪会战期间，日军对中国军队使用了含氯的有

害毒气⸺芥子气（二氯二乙硫醚），造成无数中国军民伤亡[3]。自此人人唾弃氯公子

是魔头，对其避而远之。

氯公子因为名声扫地，郁郁寡欢，与哈伯恩断义绝后，开启了正名之路，路途中

发生了很多事情。

氯公子先是遇到了让他一见钟情的水姑娘，他俩可谓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在一起

会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生成一种氧化性很强但酸性较弱的酸⸺次氯酸，该物质能

够把自来水中的细菌和病毒杀死，使得人们喝到相对健康的水。或许爱而不得才是常

态，氯公子因为自己名声受损，不想牵连自己的挚爱，只好把自己对水姑娘的爱意深

藏心底，继续自己的正名之路。

一日，氯公子饥饿难耐，去一户

人家讨要干粮，遇到了白衣少年熟石

灰，二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二人

联手开了一家店铺，售卖漂白粉，他

俩制得的漂白粉用途十分广泛，漂白

粉主要用于游泳池、工业循环水、

饮用水、卫生防疫、纸浆纱布等的

消毒 [ 4 ]。漂白粉经过提纯，成为漂

精。漂精遇水同样会生成次氯酸，所

以也用来漂白纺织品。用漂白粉或

漂精配成的溶液，是对餐具进行消

毒的廉价消毒剂。二人生意越做越

大，但氯先生觉得自己的声誉还没有

完全挽回，留下一纸书信继续走江湖

去了。

氯公子走着走着，不慎掉入了沼气池，遇到了对他有知遇之恩的甲烷 

(CH4)，甲烷很赏识氯公子，十分愿意帮他正名，他俩互相合作制得了氯

仿 (学名三氯甲烷 (CHC13))和四氯化碳 (CCl4)。氯仿常用作麻醉剂，四氧

化碳常用作灭火剂、萃取剂，脱脂剂等。它们都是常用的有机溶剂，能溶

解好些有机物。如果白衬衫沾上了臭沥青，用四氯化碳就可以洗掉。千里

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人生在世，最难得的就是能够遇到懂你的人，氯

公子算是比较幸运的，早期有至交氢气，现有知音甲烷。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起氯公子早期与其至交氢气联手制得的氯化

氢了，氯化氢容易溶于水，它的水溶液是一种强酸一盐酸。在以石油为原

料的“三大合成” (合成塑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工业里，不管是氯公子还是他与氢气制得的氯化氢都在大显身手。聚

氯乙烯塑料已经成为用途最广、用量最大的一种塑料，从化工管道到电线外皮， 从农用大棚到雨衣、手袋，都可以用它来

 ▲【图三】天使与魔鬼的化身
弗里茨 •哈伯（图源自网络）

 ▲【图四】氯气对自来水的杀菌消毒原理（图源自网络）

 ▲【图五】漂白粉（图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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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氯丁橡胶耐腐蚀的性能远远超过天然橡胶，可以大量用来制造包胶电缆，化工传送带，耐腐胶管等。氯纶纤维不仅能

纺纱织布，还能制成毛线。

氯公子在为自己正名的路上，为人们做了许多贡献，人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逐渐撇下了对氯公子的成见，开始歌

颂氯公子的功绩，氯公子也渐渐在江湖中声名鹊起。

碘单质的发展史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在史书上看到的寥寥数笔，可能是科学家穷尽一生而追求的真理。碘单质的
发展史与当时的科学思想进步史、科学方法完善史风雨同舟、休戚与共。

法国化学家伯纳德·库特瓦在第戎经营一家硝石厂，原是在金属大桶中蒸发木灰溶液提取钾盐。由于战争造成的全面封
锁，生产原料只得由海藻灰烬（主要成分是碘化钠NaI）替换以前的木灰。1812年，在用浓硫酸清洗大桶时，库特瓦惊奇地
观察到容器内产生了一股紫色蒸气，这紫色蒸气遇冷凝结成黑色且带有金属光泽的固体【图1】。他发现这种物质的神奇之
处在于：不受高温影响，也不易与氧或碳反应，但却能与氢和磷化合。库特瓦很想继续研究，但实验药品和仪器以及资金
的缺乏不得不让他停止了实验。在现在看来，海藻灰烬与浓硫酸的反应方程为8NaI+5H2SO4=4I2+4Na2SO4+H2S+4H2O，这
美丽的紫色蒸气便是碘单质。

智力元素——碘

作者：尹智宇；Email：yinzhiyujiayou@163.com

 ◄图片来源于网络

碘单质的发展史

说到碘，那可是大家最熟悉的“陌生人”了。食用加碘食盐、磨破的伤口用碘伏擦拭等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事情，

但我们对碘的认识好像也就止步于此了。碘单质是怎么发现的？碘又为何被誉为智力元素？碘的主要应用又有哪些？

今天，我们一起来扒一扒碘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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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特瓦不想就此断送了新的发现，于是将这个现象告诉了他的同事尼古拉
斯·克莱门特（法国化学家）和查尔斯·伯纳德·德索尔姆（法国化学家）。1813年
11月29日，克莱门特发表了题为《库特瓦先生从一种碱金属盐中发现的新物质》
的报告。报告中写到：“海藻灰溶液里添加浓硫酸并加热会产生一种紫色蒸气，蒸
气遇冷凝结成层状薄片。这些薄片难溶于水，溶于乙醇，易溶于乙醚。它在75 ºC 

左右挥发，既不是酸性的，也不是碱性的。”但此时这种新物质的面纱仍然没有
被揭开。

由于当时克莱门特和德索尔姆并不代表权威，法国科学院便将这个任务委托
给了化学家约瑟夫·路易·盖吕萨克。在此之前，也就是1813年10月，戴维在前往

巴黎时，机缘巧合之下也获得了这种物质的样本。盖·吕萨克听说后非常着急，他说：“这个物质本是由法国人最先发现的，
现在发现它的荣誉要落到英国人身上，这是爱国科学家绝不能容忍的。”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盖·吕萨
克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如今，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与敬仰的。

在昼夜不停的实验下，盖·吕萨克于12月在法国科学院宣读了《由库特瓦发现的新物质形成的一种新酸》的报告。紫色
蒸气使这种新物质被冠以ione的名称（来自紫色的希腊语ioeide）。新物质的性质与氯极其相似，在通电状态下，能稳定存
在不分解。所有的现象都说明：碘是一种元素。12月20日，他又发表了《关于碘和氧结合的说明》。他阐述碘能形成氢酸
(氢碘酸)和含氧酸(碘酸)，并揭示氢碘酸仅含氢元素和碘元素，进一步引出了含氢酸的概念。

在这个过程中，戴维也没有闲着，他发现这种物质在某些方面与氯相似，用伏打电池对其进行电解时，紫色气体没有
发生任何的变化，因此他证明碘是一种元素。在法国它被命名为ione，戴维认为将ione英译为iodin，能更好的匹配chlorin

(氯)和fluorin(氟)。到19世纪30年代，iodin演变成现在使用的iodine。
历时九个月的废寝忘食，盖·吕萨克于1814年8月1日在法国科学院宣读了关于碘的所有研究成果报告。盖·吕萨克和戴

维虽然提出碘元素的概念，但由于波义耳和拉瓦锡将元素和单质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这里所提出的碘元素其实是
碘单质。

 ▲【图 1 】碘单质 (图片来源于网络)

碘有智力元素之称，为什么这么说呢？碘是人体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之一，碘元素的缺乏会导致甲状腺激素合成受
阻，激素的缺乏进一步造成全身多系统紊乱，尤其对智力造成巨大的影响，因此碘被誉为不可或缺的“智力元素”。相关
研究分析发现，长期缺碘儿童的平均智商要低于正常儿童，而后期给予补碘对儿童智力有一定的改善作用。对严重缺碘地
区的孕妇补碘会显著提高新生儿的智商。众所周知，个体智力水平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某种水平上存在着线性关系。
我国是一个碘分布不均匀甚至复碘分布杂的国家，不同地区缺碘程度不同，有些地区又属于高碘地区，基于此国家制订了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科学补碘”相关的政策。

除了对智力的影响首当其冲外，成年人缺碘通常会表
现为甲状腺组织肿大(俗称大脖子病，如【图2】)、甲状腺
组织损伤等。历史上瘿病（甲状腺肿）首见于《诸病源侯
论•瘿候》，而《吕氏春秋•尽数篇》也有“轻水所，多秃与
瘿人”的记录。

按照这个说法，补碘是不是多多益善呢？事实并非如
此！相关的动物实验结果说明，摄入大量碘的大鼠，会出现
甲状腺功能减退的现象，甚至会直接导致死胎。骨骼畸形情
况也常有发生。由此看来，碘这种“傲娇”元素，缺碘不
行，高碘也不行。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过犹不及的智慧。  ▲【图 2】甲状腺肿(图片来源于网络)

智力元素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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碘是一种卤族元素，化学符号为I。自然界的碘主要是以碘酸钠NaIO3的形式存在于智利硝石矿中，海洋中的某些生物
（如海藻、海带等）具有选择性吸收和富集海水中碘的能力。除了对机体的生长智力发育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外，碘作为基
本无机原料之一，在医疗、化学、材料等领域也有一席之地。
含碘医疗药物

早期的含碘医疗药物包括碘酊、碘伏、复方碘溶液等简单配剂。碘酊其实是碘酒，它的作用机理是使病原体的蛋白质
变性而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但是由于碘酊含有酒精而具有刺激性，所以不可用于破损的皮肤或粘膜等地方。碘伏却可
以对破损的皮肤黏膜进行消毒杀菌而不会产生疼痛感。由于科技的发展，将碘引入化学分子中，研制出各种药剂已不在话
下。含碘的药剂在CT检测造影技术中应用广泛，如鼻咽部碘化油造影技术、胰腺疾病用碘造影技术诊断等。主要用于心血
管造影、脊髓造影、脑池CT扫描检查等等方面。
碘催化反应

自1953年首次把碘用于催化合成氮杂环丙烷以来，分子碘作为催化剂，逐渐受到广泛的关注。由于碘具有使用方便、
成本低、毒性低、活性高、用量少、选择性好、反应条件温和、反应时间短等特点，其催化应用也日益被人们重视。
材料的掺杂作用

白炽灯是常见的一种灯，人们在填充的气体中掺杂了少量的碘，这就是碘钨
灯【图3】。碘钨灯的工作原理类似于白炽灯，不同点在于碘钨循环⸺碘蒸气在
低温时（相对的）与钨化合，在高温时与钨分解。这样，就把位于灯管其他部分
已经升华的钨化合掉，再在灯丝上分解，这大大减少了钨的蒸发量，延长了它的
使用寿命，发光效率也提高了很多。与普通白炽灯相比，碘钨灯还具有体积小、
光色好、寿命长等优点。

在玻璃这种常见的材料中掺杂碘化银，会产生新的光学现象。用参杂碘化银
的玻璃制成的变色眼镜【图4】，在阳光下，会自动变成墨镜，无阳光时自动复

原。这么酷炫的原因是，在强光
作用下，碘化银晶体分解为无数
碘原子和银原子，而不透明的银
原子布满玻璃，玻璃就变暗了。
在弱光作用下，银原子与碘重新结合，再次变成微小透明的碘化银晶体，
玻璃也就透明起来了。

[1] 袁振东, 武丹. 碘元素概念发展史及其教育价值[J]. 化学教育(中英文), 2020, 41(23): 109-113.
[2] 傅天华. 智力元素—碘[J]. 微量元素与健康研究, 2019, 36(03): 71-72.
[3] 游达礼, 吴晓, 胡善友. 碘过量对人体健康影响的近代研究[J]. 中国煤炭工业医学杂志, 2014, 17(10): 1718-1720.
[4] 林友宏.智慧元素的力量:碘缺乏病防治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J].财经研究,2018,44(04):89-101.
[5] 胡小铭, 胡艺文. 碘的应用[J]. 化学教育, 2012,04: 1-3.

碘单质的发展史不仅仅是公式、符号的记录，其中科学家们探索未知元素的恒心与毅力，科学家们逆向思
维、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对于努力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今天而言，意义重大。在缺碘与高碘之间的取
舍，使得人们越发清晰的明白中庸之道，不偏不斜，过犹不及的道理。碘活泼的性质以及大量的同位素，使得碘具
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不断努力探索之下，必将开发出更多新用途。

 ▲【图3】碘钨灯  (图片来源于网络)

 ▲【图 4】变色眼镜（图片来源于网络）

碘的主要应用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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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胶质细胞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固有免疫细胞。它常

参与中枢神经系统的免疫监测，维持脑内稳态，并与很

多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有关(帕金森病、脑卒中等)[1]。脑

部血管的狭窄或闭塞会诱导缺血性脑卒中的产生[2]，而

脑部的缺血缺氧会使脑部驻留的小胶质细胞发生激活。激

活的小胶质细胞最先形成“经典激活”的M1表型小胶质细

胞和“选择性激活”的M2表型[3]。这则故事围绕缺血性脑

中风条件下小胶质细胞两个表型的“破坏与守护”展开。

背    景

恶魔行者之M1表型小胶质细胞

 ►【图 1】M1表型小胶质细胞的破坏计划

作者：孟伟；E-mail：mengwei_115@163.com

恶魔与 天使 的化身之小胶质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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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血性脑中风发生后，脑部损伤区

域的小胶质细胞被激活成恶魔M1与天使

M2两种表型。恶魔M1促进炎症发生，加

剧脑部损伤；天使M2拮抗炎症，保护血

脑屏障与减少脑部损伤。它们两者共存于

脑部世界，这场战争的胜利取决于双方战

士的数目。随着脑部损伤的进行，恶魔

M1会极化成天使M2，加上人为诱导的极

化，恶魔M1部分士兵会“弃暗投明”，

成为天使M2战士的一部分。它们的出现

与转换都是体内调节动态平衡表现。

参考文献：

[1] Cuadros, M. A.; Sepulveda, M. R.; Martin-Oliva, D.; Marín-Teva, J. L.; Neubrand, V. E., Microglia and Microglia-Like Cells: 

Similar but Different[J]. Frontiers in Cellular Neuroscience 2022, 16.

[2] Gorelick, P. B., The global burden of stroke: persistent and disabling[J]. The Lancet Neurology 2019, 18 (5), 417-418.

[3] He, W.; Zhang, Z.; Sha, X., Nanoparticles-mediated emerging approaches for effective treatment of ischemic stroke[J]. 

Biomaterials 2021, 277, 121111.

 ◄【图 2】M2表型小胶质细胞的守护计划

天使救赎之M2表型
小胶质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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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中的化学密码

春晚中令人眼前一亮的舞蹈《只此青绿》，让人觉得那抹青和绿有缓有急，有

动有静，那抹青和绿是江河是山峦，让人回味无穷。舞蹈《只此青绿》源自于《千里江

山图》，是宋代王希孟的名作，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

图中主要描绘了烟波浩渺的江河和层峦起伏的群山，美轮美奂的呈现出一幅绝妙的江南山水图。除此之外还注意到，此画历经

千年之久，虽有小部分颜色的脱落，但画中色泽依然十分鲜亮，富丽灿烂。千年后的我们看到此画仿佛置身世外桃源。

 ►【图 1】《千里江山图》节选。（来源于网络）

作者：王蕊、莫尊理；E-mail：769450179@qq.com

作者王希孟在作画的时候没有用水色和合成的颜色，全部用的是矿物质颜色，是从石墨、孔雀石、蓝铜矿、青金

石、辰砂、雌黄、赭石和砗磲中提取出来的。用这些矿物质提取出来的颜色可以做到千年不变，也体现了江山永固的寓

意。常见的矿物质可以分为无机颜料和有机颜料两大类，无机颜料中的绿色有孔雀石，蓝色有青金石、蓝铜矿，红色有辰

砂、赭石，黄色有雌黄，白色有砗磲，黑色主要是石墨，这些颜料基本永不变色，在《千里江山图》中都有体现。常见的

有机颜料红色有胭脂（红花提取物），黄色有藤黄，蓝色有有机蓝（靛蓝）等。如果无法辨别一些颜料，可以通过拉曼光

谱来辨别，拉曼光谱作为材料的“指纹”光谱已经成为了文物分析及文物保护的热门技术。通过对拉曼光谱的采集及光谱

信息中所反映的材料分子振转模式的指认，可以对文物中的材料进行分析和鉴别。例如对敦煌莫高窟壁画残片中红色颜料

区域进行了拉曼光谱检测，在根据特

征信号的分析推断基础上，通过对朱

砂天然矿物和朱砂颜料拉曼光谱信号

进行分析比较，对壁画残片中所含朱

砂颜料成分进行了指认[1]。《千里江山

图》采用的全部是矿物质颜料，而且

有五个层次的关系，相当于画了五遍 

11 米长的画卷了。在【图 2】 中从左至

右，从上到下可以看到，第一遍用石

墨画 11 米长的水墨画来打底；第二遍

会用红颜色赭石和辰砂色，为后边的绿  ▲【图 2】《千里江山图》五层次图（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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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铺垫，冷暖对比，让它更鲜亮；第三遍用孔雀石点缀青山

和绿植；第四遍虽然也是绿，但是用蓝铜矿在上面叠加，所

以出来的颜色特别丰富，实际上是无极变化；第五遍用的是

青，青金石的颜色使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今天就来扒一扒

这些可以做到千年不变色的矿物质到底是何方神圣！

辰砂俗称朱砂、丹砂、赤丹、汞沙，其色调为大红和

朱红，是古代红颜料的首选。主要成分为硫化汞（HgS）矿

物，汞含量约占 86.2%，常含有粘土、氧化铁、地沥青等杂

质。一般为三方晶系，晶体呈板状或菱面体状，集合体呈不

规则粒状、致密块状或土状，晶簇常呈菱形双晶体、大颗粒

单晶体。半透明或不透明，鲜红、朱红、浅红、暗红色或条

痕红色[2]。在第二个层次中辰砂简单的勾勒概括表现了山势

绵亘、水天一色的浩森气象。

雌黄亦称雄精、鸡冠石、黄金石、熏黄，雌黄和雄黄

(As4S4)的颜色十分特别，可称得上是地球上颜色最醒目的

矿物之一，两者经常伴生，犹如一对伴侣，因而得名。主要

成分为三硫化二砷 As2S3，剧毒，其中砷 61%，硫 39%，通

常带有杂质如 Sb2S3、FeS2、SiO2、泥质等。雌黄是一种单斜

晶系矿石，块状或粒状集合体，呈不规则块状，晶面有金刚

石样光泽，通常为柠檬黄色[2]。

孔雀石是一种古老的玉料，又名石绿或青琅玕 ,由于

颜色酷似孔雀羽毛上斑点的绿色而获得如此美名。孔雀石

是含铜的碳酸盐矿物，主要成分为碱式碳酸铜，化学式为 

Cu2(OH)2CO3，其中 CuO 71.95%，CO2 19.90%， H2O 8.15%。

属单斜晶系，晶体形态常呈柱状或针状，十分稀少，有绿、

孔雀绿、暗绿色等[2]。在《千里江山图》中主要用来点缀幽

岩邃谷、高峰平坡、流溪飞泉、波涛烟霭等自然界变幻无穷

的状态。

蓝铜矿又名石青，常与孔雀石共生。蓝铜矿是含铜的

碳酸盐矿物，主要成分为 Cu3(CO3)2(OH)2，其中理论组成：

CuO 69.24%，CO2  25.53%，H2O 5.23%。属单斜晶系，十分

稀少，通常呈隐晶钟乳状、块状、皮壳状、结核状和纤维状

集合体，有绿、孔雀绿、暗绿色等。蓝铜矿因风化作用，使 

CO2减少，含水量增加而易转变为孔雀石，所以蓝铜矿的含

量没有孔雀石多[3]。

青金石又称为璆琳、金精、瑾瑜，青黛等，是一种纯度

很高蓝色。主要成分为碱性铝硅酸盐矿物，由于对矿物青金

石研究目前尚未透彻，所以对其化学式有其他一些不同的写

法。天然青金石在放大镜下可见其粒状结构，并常含有黄铁

矿斑点、白色方解石团块，有暗蓝、蓝紫、浅蓝或绿蓝色[4]。

在画中的点睛之笔便是这青金石，青金石的颜色用来点缀山

峰，和绿色对比的更加鲜明，使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赭石又名须丸、赤土、血师、紫朱，是一种含铁的传统

颜料。主要成分为三氧化二铁（Fe2O3），尚含少量 SiO2及

铝、钙等元素。一般为三方晶系，晶体常呈薄片状、板状。

一般以致密块状、豆状、土状等集合体最为常见[2]。在画中

用来勾勒水村野市、渔船游艇、桥梁水车、茅篷楼阁等生活

场面。

砗磲和上面所述的无机矿物颜料不同，属于动物类颜

料，是用贝类动物砗磲的躯壳做成的，其纯白度被视为世界之

最，是稀有的有机宝石、白皙如玉。因外壳表面有一道道呈放射

状的沟槽，其状如古代车辙，故称“车渠”，后人因其坚硬如

石，在车渠旁加石字而成“砗磲”。主要的化学成分为碳酸钙为

86.65%-92.57%，壳角蛋白为5.22%-11.21%，水为0.69%-0.97%。

另外含微量元素和 10 多种氨基酸。一般为白色和牙白色[5]。

在画中用来点缀渔夫等人物的衣服和常见的器具。

 ◄【图 3】天然
矿物质颜料： 
(a)孔雀石、 
(b)蓝铜矿、 
(c)青金石、 
(d)辰砂、 
(e)雌黄、 
(f)赭石和 
(g)砗磲。 
(来源于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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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的这些矿物质颜料，古代常用于绘画的

还有赤铁矿(Fe2O3)、褐铁矿(FeOOH•nH2O)、金(Au)、

氯铜矿(C u 2( O H 3) C l)、石膏(C a S O 4· 2 H 2O)、高岭土

(Al4[Si4O10](OH)4)、方解石(CaCO3)、文石(CaCO3)、云母

(K{Al2[AlSi3O10](OH)2})、滑石(Mg3[Si4O10](OH)2)、软锰

矿(MnO2)等。不止《千里江山图》，古代的著名壁画、彩

塑、漆器和雕刻等历史文物中都有这些矿物质的存在。不仅

来源于自然，并且颜色色彩鲜明，这些矿物质颜料为古代的

记载和传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进一步表明古代艺术家对

矿物质中化学成分的了解。

而现在的绘画和墙体绘画一般采用的都是丙烯颜料，丙

烯颜料是用化学合成胶乳剂(含丙烯酸酯、甲基丙烯酸酯、

丙烯酸、甲基丙丙烯颜料)合成出来的 ,  相比于雌黄和辰

砂这类天然无机矿物颜料来说最大的优点在于无毒，对人

体没有伤害，其次原料来源广泛、价格便宜，还可以用水

稀释，便于清洗，而且速干，作品的持久性较长，并且坚

固耐磨、耐水和抗腐蚀。丙烯材料作为一种现代科技的产

物,凭借着其独有的属性,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多元化的

视觉语言以及位置的艺术表现空间。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在

进行艺术创作的过程中 ,开始选择采用丙烯材料进行创

作 [6]。其实每个时期不同的绘画颜料也正验证着化学在人

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有影响，合理使用化学会使我

们的生活更加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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