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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1 卜显和 男 南开大学

2 车顺爱 女 上海交通大学

3 陈晓东 男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TU)

4 陈    兴 男 北京大学

5 范青华 男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6 郭  林 男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7 郝京诚 男 山东大学

2021 年中国化学会会士 (FCCS) 当选名单公布

根据《中国化学会会士条例》，经中国化学会会士提名、会士工作委员会审议、常务理事会投票等程序，

2021年中国化学会选举产生了 42位会士。42位会士分别来自国内外 27所高校和科研院所。谨向新当选的中国化学会

会士们致以热烈的祝贺！

序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8 侯仰龙 男 北京大学

9 胡金波 男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

10 胡    征 男 南京大学

11 黄培强 男 厦门大学

12 江云宝 男 厦门大学

13 蒋锡群 男 南京大学

14 李    彦 女 北京大学

15 李艳梅 女 清华大学

【热烈祝贺】

2021 年中国化学会会士当选名单
（42位，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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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16 刘买利 男
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
创新研究院

17 刘正平 男 北京师范大学

18 龙亿涛 男 南京大学

19 路建美 女 苏州大学

20 马    丁 男 北京大学

21 马光辉马光辉 女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22 马於光 男 华南理工大学

23 潘    锋 男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24 彭慧胜 男 复旦大学

25 彭笑刚 男 浙江大学

26 卿凤翎 男
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
所、东华大学

27 申文杰 男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序号 姓名 性别 单位

28 唐    波 男 山东师范大学

29 田    阳 女 华东师范大学

30 王梅祥 男 清华大学

31 王    树 男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32 吴    凯 男 北京大学

33 肖丰收 男 浙江大学

34 元英进 男 天津大学

35 张晓兵 男 湖南大学

36 张绪穆 男 南方科技大学

37 赵天寿 男 南方科技大学

38 赵永生 男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39 郑南峰 男 厦门大学

40 周    翔 男 武汉大学

41 庄    林 男 武汉大学

42 左景林 男 南京大学

截至目前，中国化学会会士共有 202 位。登录网址 https://www.chemsoc.org.cn/member/fellow/（点击阅读原文），

可查询、浏览每一位中国化学会会士的详细介绍。

在此，衷心感谢各位会员一直以来对中国化学会各项工作的积极参与和支持！让我们继续携手，共同为践行中国化学

会宗旨，促进化学及相关学科的进步、关注化学人才的成长、提高社会成员的化学科学素养以及发挥化学在国民经济可持

续发展中的作用而不懈努力。

延伸阅读：

中国化学会会士（Fellow of the Chinese Chemical Society，FCCS）制度自 2019年首次启动，

是中国化学会会员体系的最高等级，颁给在化学及其相关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要贡

献；及（或）对化学学科的发展和进步做出重要贡献；及（或）对中国化学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包括在本会相关机构、期刊担任 /曾任领导或主编职务并做出重要贡献，或领衔组织相关活动，开

展开创重要工作领域等的杰出会员。根据《中国化学会会士条例》，中国化学会每年增选会士不超

过 50人，会士总数不超过中国化学会高级会员总数的 1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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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大赛

1. 大蒜功效背后的“主谋”

大蒜中含有的有机化合物成分十分复杂，通过研究发现大蒜素是大蒜中含硫

有机化合物的主要有效成分，具有多种药理学作用，能肿瘤、心血管疾病有很好

的治疗效果 [1]。大蒜素是从大蒜球形鳞茎中提取出的挥发性油状物，具有蒜

味，其分子式为 C6H10S3，化学名为三硫化二丙烯 ,稍溶于水 ,易溶于乙醇、苯、

乙醚等有机溶剂 [2]。大蒜素在高温或者碱性环境中易分解，在 pH值 5~7之间

能保存较长时间。

大蒜素虽然可以从大蒜中提取得到，但是不能直接由新鲜大蒜中提取。大蒜

素是新鲜大蒜中的蒜氨酸在物理撞击下与蒜氨酸酶迅速结合，使得蒜氨酸分解形

成的。所以要想得到大蒜素，需要将大蒜拍碎。蒜氨酸在大蒜中以无臭的形式稳

作者：杨光明，罗林秀；.Email：758698806@qq.com，2635543847@qq.com

摘    要：大蒜是厨房常见的调味品，除了能做调味品之外，大蒜还有很多其它用途。从大蒜中提取的大蒜素具有多种药物活性，            

              被广泛应用于医疗药品，对疾病预防和治疗具有很好的效果。大蒜素能抑制或者杀死微生物，因此可应用于食品防腐

              领域。它还能应用于牲畜养殖业，可以提高动物免疫力，减少患病几率，从而为养殖业保驾护航。大蒜素的开发与应

              用还在不断拓展，同时也存在一些难题需要攻克。

关键词：大蒜，大蒜素，医疗药品，食品防腐，养殖业

大蒜的秘密

 Ã【图 1】大蒜素（图源自网络）

大蒜起源于中亚和和地中海地

区，汉朝时张骞出使西域，将其引

入国内，大蒜在中国的种植历史已

有 2000 多年。中国传统医药讲究

药食同源，即药材可以作为食材，

食物也能作药材，达到调养身体，

预防和治疗疾病的效果。大蒜作为

常用日常调味品在餐饮领域被广泛

应用，大蒜也可以入药，对很多疾

病都有预防和治疗作用。在《本草

拾遗》中记载大蒜具有解毒消肿，

杀虫，止痢之功效。常用于痈肿疮

疡，疥癣，肺痨，顿咳，泄泻，

痢疾。同时在《食疗本草》也提到

大蒜能除风杀虫。由以上可见，

大蒜既能做调味剂增加食品风味，

也能驱痛治病，是不可多得的宝贝。

大 蒜 本 身 含 有 什 么 法 宝 能 起 到 治 疗

疾 病 的 效 果 呢 ？ 接 下 来 我 们 一 起 揭

开 它 的 神 秘 面 纱 。

 Ã大蒜素（图源自网络）

定存在，大蒜素具

有蒜味和挥发性，

对人体的眼睛和口

鼻具有刺激性。在

大蒜形体完整时闻

它，往往是没有刺

激性气味的，而拍

碎后就能闻到刺激

性的蒜味，甚至还

有的人会被大蒜

素“熏”到流泪。

化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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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大赛

2. 大蒜素的神奇功效

大蒜走出厨房，褪去外衣，从大

蒜中提取出来的大蒜素可以应用于疾

病治疗、消毒杀菌、食品防腐和饲料

添加剂等领域。

大蒜素被广泛应用于癌症预防和

治疗。国内外很多研究表明，大蒜素

对皮肤癌、肝癌、胃癌、前列腺癌、

卵巢癌、结肠癌、胰腺癌和鼻咽癌等

多种癌症都具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3]。大

蒜素对癌症治疗的作用机制主要是抗

氧化作用、诱导细胞凋亡作用、影响

细胞周期作用和抑制二相代谢酶、降

低癌细胞易感染作用等 [4]。大蒜素能杀

死癌细胞并阻止癌细胞正常增殖，也

能防止癌细胞感染正常细胞，降低癌

细胞转移扩散机率，从而起到预防和

治疗癌症的效果。

大蒜素能保护心脑血管系统，为

特殊慢性病人群提供治疗。心脑血管

疾病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疾病，

特别是 50岁以上中老年人健康的常见

病。具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每年死于

心脑血管病的人数高达 1500万人。研

究表明大蒜素对

高血脂、心率失

常、糖尿病性心

肌病、自发性高

血压都有治疗或

者缓解效果。大

蒜素还能保护血

管内皮，增强血

管柔韧性和强度。

低密度脂蛋白氧

化是引起动脉硬

化的主要原因，大蒜素通过对氧化应

激的抑制作用，降低信号介质 H2O2传

递信息从而减弱或阻断低密度脂蛋白

氧化应激过程，起到预防动脉硬化的

治疗效果 [5]。

大蒜素具有杀菌抗菌效果，被称

为“天然抗生素”。大蒜素对细菌、真菌、

微生物和病毒都有抑制增殖或者直接

杀灭效果，对耐药细菌也能产生很好

的杀灭效果。大蒜素抑菌的机理目前

还未完全揭示清楚，但普遍接受的观

点是大蒜素的抗菌活性是因为它能于

含硫酶基作用，使得酶基不可逆的抑

制硫及蛋白酶活性，干扰细菌正常新

陈代谢活动。

大蒜素对很多细菌都有很好的杀

灭效果，利用大蒜素可以杀死金色葡

萄球菌、粪肠球菌、埃希氏菌和幽门

螺旋杆菌等致病菌 [6]。研究表明大蒜素

对单核细胞增生利斯特菌的抑菌活性

最强，其次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对大

肠埃希菌的抑菌活性最弱。

大蒜素能够杀死真菌或者抑制真

菌产生毒素。大蒜素能够杀死寄生曲

霉菌、红色毛藓菌、大丽轮和烟草疫

霉菌等真菌，能抑制寄生曲霉菌产生

毒素，从而降低该霉菌的致病能力。

不同种类的真菌对大蒜素的敏感度存

在差异，其中红色毛藓菌、白色念珠

菌和申克氏孢子丝菌的敏感性最低，

新型隐球菌、白藓菌和絮状表皮藓菌

敏感度最低。

大蒜素对各种原生动物的抑制效

果非常有效，如贾第鞭毛虫、硕大利

什曼原虫、细滴虫和法氏短膜虫等。

研究者对比不同寄生虫在含有相同浓

度的大蒜素培养基中的存活率发现，

大蒜素对十二指肠贾第虫抑制效果最

好，其次是皮肤利什曼虫、鸽毛滴虫、

阴道毛滴虫和蜥蜴利什曼原虫等。

大蒜素在体内、外均表现出一定
 Ã【图 2】抗癌药（图源自网络）

 Ã【图 3】大蒜素肠溶胶囊（图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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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抗病毒活性。大蒜素对乙型流感病

毒、单纯疱疹病毒 1 型，单纯疱

疹病毒 2 型、3型副流感病毒、痘苗

病毒、水疱性口炎病毒和沙利斯伯里

病毒 2型等均具有灭活作用 [7]。抗病

毒活性最好的物质是金纳米粒子与大

蒜素合成的药物作用于麻疹病毒，

其对不同类型的腺病毒和单纯疱疹病

毒都有很好的抗病毒活性。

在医药卫生领域，由于抗生素的

大量使用，导致许多致病菌产生耐药

性，而大蒜素对具备耐药性的病菌也

能起到很好的杀灭效果，因此大蒜素

被广泛应用于微生物引起的疾病预防

和治疗。

食物腐败变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

微生物活动导致，将大蒜素作为天然

食品防腐剂添加进食物中，能够起到

延长食物货架期、保证食物品质和营

养的效果。随着人们健康饮食理念的

深化，天然食品防腐剂被越来越多的

人青睐和选择，大蒜素作为优质天然

食品防腐剂，被广泛应用于现代食品

加工领域。

大蒜素除了在医疗医药和食品加

工领域被广泛使用，还能应用于牲畜

养殖。大蒜素具有促进畜禽生长、防

疫保健、提高机体免疫力、提高饲料

适口性和转化率、改善畜产品品质等

作用。大蒜素在养殖业应用广泛的原

因主要因为它具有成本低廉、无配伍

禁忌、无毒害作用、不产生耐药性、

具有多重功效和作用等特点。李芬菊

等人通过分析总结他人用大蒜素作为

饲料添加剂饲养肉鸡和蛋鸡的研

究，发现在肉鸡的日粮中添加大蒜素

可以提高肉鸡的生长速度，增大经济

效益；大蒜素对蛋鸡的产蛋率、蛋质

量和饲料转化率都有显著提升效果 [10]。

宋阳等人发现在实际生产中，大蒜素

对反刍动物有促生长、提高饲料消化

率、改善瘤胃发酵等诸多功能 [11]。大

蒜素还能与其它药品混合使用，从而

达到 1+1＞ 2的使用效果。李雪梅等

人通过研究发现，大蒜素与肉桂醛代

替抗生素应用于水产饲料中，具有抗

菌、抗炎、促进生长效率、提高产品

质量、增强机体免疫力以及防止饲料

霉变等生理作用 [12]。大蒜素作为天然

添加剂应用在饲料中，取得不错的实

践效果，但是仍然存在部分瑕疵需要

研究者来优化提升。因为大蒜素容易

挥发，很多饲料保存期短，甚至特殊

饲料需要现配现用。同时由于大蒜素

饲料具有油性特征，放置过长容易导

致饲料吸潮板结。在高温情况下，

大蒜素不稳定易分解，所以大蒜素饲

料对保存环境要求颇高。

3. 大蒜素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随着科技的发展，科学家可以开

发出更多大蒜素的应用途径，从而拓

宽大蒜素在不同领域的使用。例如已

经有科学家开始尝试利用大蒜素来治

疗开放性伤口和烫伤烧伤等，并通过

动物实验发现治疗效果很好，未来有

望实现临床应用。具有复合功能产品

 Ã【图4】大蒜素的抗菌机理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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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Â【图 5】大蒜素饲料添加剂（图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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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雪梅 ,卢雪旎 ,王兴强 ,等 .大蒜素和肉桂醛在水产饲料中的应用 [J].安徽农业科学 , 2022,50(02):12-14.

也将是大蒜素未来的发展热潮。很多研究在

尝试开发复合功能的药物，例如用包衣技术

将大蒜素与纳米银或纳米金混合，实现高效

杀灭病毒，该类药物治疗效果高于普通单一

制剂类药物。

由于目前的科技水平限制和大蒜素自身

因素影响，大蒜素应用领域还存在药物制剂

难保存，药物使用环境要求高等难题。在生

产环节还存在提纯高浓度大蒜素成本过高问

题，如何优化工艺，在提纯高浓度大蒜素的

同时降低生产成本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科学家

需要解决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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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Ã【图 1】中国花椒产区示意图（图源自网络）

 Ã图源自网络

我们形容一道菜肴“过瘾”，常常

与“辣”有关。相比于来自中美洲的辣

椒，花椒的历史可比它久远。花椒是我

国的本土产物，已有 4000 余年历史。

《诗经周颂》曰：“有椒其馨，胡考之

宁”。西周时代花椒已广泛用于祭祀祈

福，“椒房”二字由此而来。楚国人还

发明花椒两种影响深远的用法：花椒入

酒与花椒涂墙，之后花椒用于香料、

定情信物等 [1]。《神农本草经》与《金

匮要略》指出了花椒治寒痛与“耐老”

等作用，南北朝之后花椒广泛用于调味

与药用，这也与古时人们常食用牛羊肉

有关。唐朝是花椒作为调味品的鼎盛时

期，全国 30%以上的食品都有花椒的

参与。到了宋朝，“辣”替代“麻”，

胡椒、姜等占据调味品主流，甚至于明

朝辣椒从美洲传至中国，花椒在调味品

的地位逐渐下降。

作者：孟伟；Email：mengwei_115@163.com 

花椒的“麻”是如何产生的

“麻辣鲜香”是对川菜的顶级理解与喜爱。首屈一指的“麻”来自于花椒。花椒是我国传统香辛

料的“三香”之首，相比于它，生姜和茱萸要逊色许多。花椒作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调味品，可用于

去除川菜中鱼、肉的腥味，也可用于中药，有止痛杀虫等功效。那么，为菜肴增添喜色的花椒，它

的“麻”是怎么产生的呢？

花椒是芸香科、花椒属落叶小乔

木，在我国中南部多有种植，主要分

为青花椒与红花椒【图 1】。改革开放

后，四川人口向全国大规模流动，花

椒也被引入全国各地，使得花椒占据

香辛料第二位，仅次于辣椒。花椒的

生长繁殖依赖于海拔、温度湿度与光

照，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与人工选育

已衍生出很多品种与类型。花椒的产

量多依赖天气，加上花椒原品的售卖

远不能满足市场，花椒的生产模式需

要转变，衍生的副产品急需创新与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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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花椒麻素存在不饱和酰胺，随着

温度变化和时间延长，花椒麻素容易

发生异构化或氧化分解，这也就是为

什么新鲜的花椒产生的“麻”要比陈

年花椒更剧烈，更上头。

花椒产生的“麻”不是一语概之的，

它分为刺痛、麻木和灼烧。花椒麻素

有很多种类，产生的“麻”也各有不

同【图 4】。从结构水平来说，花椒麻

素酰胺基团上氮原子存在孤电子对，

C=O键与双键共轭产生电子云向氧原

子的移动，增加酰胺基团的电子云密

度，当舌粘膜收到刺激，相应神经产

生“麻”。

人们常说，酸甜苦辣咸品尽人生

百味，而这五味也是对菜肴味道的概

括。咀嚼食物的过程中，食物接触味蕾，

通过味觉细胞及相应神经通路刺激大

脑皮层产生味觉。那么，“麻”是一

种味觉吗？花椒进入口腔后以什么途

径产生“麻”呢？

当花椒进入口腔，口腔中的感觉

神经被激活，引起瞬时受体电位（TRP）

的激活。TRP 包括 TRPV1 和 TRPA1

离子通道，它们去极化后使得一价与

发。四川省是我国花椒种植第一大省，

花椒产区占据四川近一半地区，其中

品质最好的汉源花椒曾作为贡品用于

帝王祭祀神灵【图 2】。四川人也将花

椒发挥到极致。提及川菜，“天下独麻”

是它的招牌，花椒加入到火锅、麻辣烫、

串串香等菜品中，无一不让人口水直

流。近年来，花椒从零星种植到中南

部地区集中种植，生产方式也从单纯

种植向加工贸易转变 [2]。通过技术培训、

公司种植联合等模式，花椒种植趋向

专业化，副产品类型趋向多样化，加

上微商电商与电子宣传的兴起，花椒

及副产品的销售也有了出口。

花椒的主要化学成分有酰胺、生

物碱与挥发油，其中，酰胺基团是花

椒呈现风味的主要基团。花椒麻素

是一系列酰胺类化合物，是产生“麻”

的主要物质，也称作花椒酰胺，它

存在于花椒果皮的凸起部分。花椒

麻素的结构对花椒产生的刺痛感和

麻有一定影响。花椒麻素的结构通

式如【图 3】，为三部分：头部区域（香

草基）、颈部区域（酰胺键）和尾部

区域（脂肪链）[5]。花椒麻素头部区域

的末端碳可被取代为羟基，与酰胺键

共轭的双键 n=2-5，不饱和烷基可被

氧化成羟基、酮基或醛基，顺反结构

的双键导致花椒麻素异构体的产生 [6]。

 Ã【图 2】四川省花椒资源分布图 [3-4] （图源自网络）

 Ã【图3】花椒麻素的结构特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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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Ã【图4】花椒麻素的分类与感觉 [4]

二价阳离子渗透进细胞内 [7]，产生电

流，进而产生“麻”的感觉。除此之外，

另一种说法是花椒麻素抑制双钾通道

激活感觉神经元 [5]，进而产生刺痛、

麻木等感觉。花椒进入口腔产生“麻”

是舌头的感受器被激活，通过感觉神

经系统传入大脑，激活相应的神经通

路，使感觉中枢产生感觉。这里的“麻”

并不是味觉，但也没有辣导致的疼痛

程度，也不属于痛觉。花椒麻素激发

口腔神经纤维活动，刺激肌肉快速震

颤，产生近乎 50Hz震动，因而花椒

产生的“麻”属于一种触觉。

自然的馈赠总是能给人惊喜。花

椒产生的“麻”在川菜中一枝独秀，

其与辣常结合，热油浇泼下，迸发出

食物本身的味道。我们也常惊喜于花

椒给与口腔的刺激，食欲之打开，很

容易将平时工作生活的烦心事抛之脑

后，享受片刻食物带来的欣悦。除了

花椒的粗加工，复合调味料更迎合大

众口味，比如花椒调味油、椒盐、火

锅底料等等。花椒进入餐饮、工厂与

家庭，从原材的种植、采摘与商业化，

椒农、工厂员工、厨师等都在发挥重

要的作用。花椒虽是小小一颗，但它

在自己的位置发挥独有价值。而它也

在人们的不断创新下以各种各样的形

式进入市集、进入生活，“麻”留与

唇齿，别有一番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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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与人们的生活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论是婚丧嫁娶，还是朋友聚会

吃饭，餐桌上总少不了酒，辛苦时喝点酒会感到疲劳顿消；开心时畅饮几杯，

能够增添兴奋情绪；家人或朋友团聚时，沽酒欢叙、推杯换盏，离别的思念

与重逢的喜悦在酒杯之间来回碰撞。翻开我国历史画卷，不难发现古时候关

于酒的诗句数不胜数，如苏轼在《水调歌头 • 明月几时有》中写道“明

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阐述了中秋月圆，一人独饮，酒中饮的是悲欢

离合，明月相思；王维在《渭城曲》中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

故人”阐述了即将离别，劝君一杯，饮的是依依不舍，衷心祝愿；李清照在

《声声漫 • 寻寻觅觅》中写道“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阐述

了独自三杯两盏，酒中饮的是国破家亡，孤独凄凉。有“酒逢知己千杯少”

的酩酊大醉，也有“举杯消愁愁更愁”的独自悲伤……那么酒是怎么来的呢？

饮酒对于我们的身体有什么作用呢？

迷醉人类千年的酒
作者：苏婷；Email：2026970056@qq.com

 Ã【图 1】图片来自网络

 Ã【图 2】猿猴造酒

酒的起源

酒自诞生以来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酒的国度之一，因此酒不仅是餐饮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更是见证人类文明进步的部分缩影。关于酒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大量资料指出关于酒的源起有三种说法即：猿猴酿酒、

仪狄造酒和杜康造酒 [1]。

( 一 )   猿猴造酒

洪荒时期的猿猴以采集野果为生，它们将吃不完的野果藏于岩洞内，久而久之，野果中的水果酵素在适宜的温度和湿

度下产生好氧菌，空气中的氧气促进了好氧菌的生长，进而产生了酒，这也是最原始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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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在人体中的代谢

通过图片我们看到，饮入的酒经口

腔进入消化道，接着酒精到达我们的肝

脏，在乙醇脱氢酶作用下被代谢分解为

乙醛，乙醛为引起头痛、腹痛、恶心，

眩晕等症状的原因，接着乙醛在乙醛脱

氢酶的作用下变成乙酸，最终乙酸被氧

化为二氧化碳和水 [3],二氧化碳随呼吸

排出，水随着尿液排出人体反应过程如

下：

那么问题又来了，为什么有人千杯

不醉，有人却不胜酒力呢？原因出在哪

里呢？其实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到，酒量

的大小在于乙醇脱氢酶和乙醛脱氢酶

的含量的多少，这个完全是由基因所决

（二）仪狄造酒

据西汉的《战国策》中写道“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

遂疏仪狄，绝旨酒。”又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译为从前，夏禹的女

儿命令仪狄去酿酒，仪狄通过不懈努力后酿造出了味道极其醇美的酒，并献给夏

禹品尝，夏禹喝了之后也觉得味道醇美，但是夏禹并没有因此奖励仪狄，反而疏

远了他，夏禹自此与酒绝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夏禹觉得后世定会有君王因迷

恋酒而误国。《酒诰》言“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成于仪狄”，意思是自上古时

代有三黄五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各种各样造酒法子，是仪狄将其总结并流传于

后世的 [2]。

 Ã【图 5】酒精在人体内的代谢过程

 Ã【图 3】仪狄像

 Ã【图 4】杜康像

（三）杜康酿酒

杜康造酒是最广为人知的有关酒起源的传说，《博物志》提及：“杜康造酒”，《玉

篇》曰：“酒，杜康所作”，《会客论略》载：“杜康善造酒。以酉日死，故酉

日不饮酒”，因此后世将杜康视作酒的创始人，并且常以“杜康”借指酒，如曹

操的《短歌行》中“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一句中就用“杜康”巧妙地指代了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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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的作用

（一）酒对人体的作用

关于酒对人体的作用，坊间有句老话：“小酌怡情，大酌伤身。”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面曲之酒，少饮

则和血行气，壮神御寒，若夫沉淀物度，醉以为常者，轻则致疾败行，甚则丧躯殒命，其害可胜言哉。”一项来自宾夕法

尼亚大学的最新研究表明：即使是适度饮酒，也会让我们脑子变小，每日一口酒就足以改变我们的大脑，并且饮酒越多，

脑体积改变的程度越明显 [5]。由此可见，人们一直以来对少量饮酒有益健康的认识存在误区。

文章还指出，饮酒量与大脑体积的改变并不是一个线性关系，而是呈指数性增长。同时饮酒不单是减小大脑体积还会

加速我们大脑的老化，增大死亡风险。

 Ã【图 7】文章截图

 Ã【图 6】反应过程

定的，这两种酶的含量越高，分解酒精的速度就越快，酒量也就越好，如果人体中乙醇脱氢酶含量高而乙醛脱氢酶含量低，

就导致乙醇在体内分解成乙醛之后，乙醛不能尽快分解，导致乙醛中毒，即所谓的“喝酒上脸”。

酒的成分、类型

酒分为白酒、果酒、黄酒、露酒和啤酒五类 [4]。中国名酒包括汾酒、茅台、西凤酒、五粮液、剑南春、

安徽古井贡酒、江苏洋河大曲、等；外国名酒包括威士忌、伏尔加、白兰地、杜松子酒等。

酒，即以酒精为主，除此之外还含有糖、维生素等成分，在 20ºC条件下，每 100mL酒中所含酒精的

体积为酒的度数。学助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贡献提供新的可能。

酒的成分

酒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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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研究表明，一次大量饮酒对人体造成的危害远大于少量多次饮酒对人体健康造成的危害，每日饮酒

的危害远大于间断性饮酒，因此为了身体健康，建立广大朋友们饮酒时间间隔在 3天及以上。除此

之外饮酒时如果配好佐菜，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少酒精对人体的伤害 [6]。对人体而言，最安全的

饮酒量是 0，小酌虽怡情，但是对身体造成的威胁不容小觑。

哪些人不能饮酒？

对于患有慢性肝病、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胰腺疾病、食管和胃肠

疾病、胆道胆囊等疾病的人来说应该坚决杜绝饮酒，因为极大可能加重病症或

危及生命；对于孕妇来说，为防止影响胎儿的发育也应禁忌饮酒；由于未成年

身体还未发育完全，饮酒会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也应禁忌接触酒精；当

然，对于老年人来说，由于其全身脏器功能衰减，酒精会对其身体造成一定程

度的危害，因此不应饮酒或者少饮酒；除此之外，对于从事一些特殊职业的人

如司机、高空作业者等，由于其工作性质需要工作者保持高度注意力，因此也

不能饮酒，以免发生安全事故 [7]。

（二）过量饮酒的危害

由于酒精主要通过肝脏代谢，所以大量饮酒还会严重危害肝脏的健康，同时提高糖尿病、乳腺癌、甲状腺癌、皮肤癌 [6]、

冠心病，高血压等疾病的发病率。此外过量饮酒也会导致人口齿不清、身体失去平衡、视线模糊、反应迟钝，严重者会

引起酒精中毒；甚至失去生命。

 Ã【图 8】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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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皆可“左旋”

继网络健身博主“秃顶吴彦祖”

的一句“妹说就是零卡”爆火之后，

又一新梗被创造出来——“左旋溜达

鸡”。该梗源自他在一次健身之后，

大口地吃着炸鸡欺骗餐，又自信地说

道，鸡是左旋养大的，这不得“瘦死”。

一边想着减肥，一边大口吃肉，滑稽

的表演加上强烈的反差，幽默感爆棚。

金句一出，网友们脑洞大开，进行了

二次“创作”，评论区屡现神回复——

“饮料也得向左旋着喝”、“吃东西

眼珠子也得向左旋”、“向左旋就可

以制造热量缺口”，总之万物皆可左旋。

玩梗捧腹大笑之后，我们不禁要问：

左旋肉碱真的那么神奇吗？

1905年两位俄国科学家 Gulewitsch

和 Krimberg在肌肉浸取汁中首次发现

了左旋肉碱（L-carnitine），又称肉毒

碱、左卡尼汀，化学式为 C7H15NO3。

最初研究者们认为它是一种人体必需

的营养物质并命名为维生素 BT。而事

实上，其化学结构【如图 2】类似

于胆碱，与氨基酸相近，且人类自身

合成的肉碱能满足机体需要，因此不

是必需维生素，是一种类维生素 [1]。

与左旋肉碱（L-肉碱）对应的另一种

光学异构体右旋肉碱（D-肉碱）在自

然界中并不存在，可以人工合成但没

有生理活性 [2]。D-肉碱对 L-肉碱有竞

争抑制作用，对人体有毒性，故通常

所指的肉碱是左旋肉碱。

 Ã【图 1】左旋肉碱能减肉？（图源自网络）

作者：张少卿.；Email：2579862401@qq.com

左旋肉碱能减肉

 Ã【图 2】左旋肉碱（左）与右旋肉碱（右）（图源自网络）

 Ã【图3】左旋肉碱搬运脂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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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旋肉碱的生理机制

国内外的科学家们已经在近几十

年中对左旋肉碱的生理机制进行了研

究，它最主要的生理功能之一是可以

促进脂肪的氧化分解，将长链脂肪酸

转移到线粒体进行随后的 β-氧化 [3, 4]。

长链脂肪酸（碳链中碳原子数超过12个）

是脂肪的主要成分，它容易在人体各

组织中累积形成脂肪。线粒体基质是

脂肪酸进行氧化分解的场所，而长链

脂肪酸不能直接穿过线粒体膜而进入

线粒体。L-肉碱此时充当了转运工的

角色，它与酰基化的脂肪酸结合生成

脂酰肉碱，脂酰肉碱在脂酰肉碱转移酶

的作用下进入线粒体内进行 β - 氧

化 [ 4 ,  5 ]，产生高能磷酸键提供能量 [6]。

脂肪酸 β-氧化的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可利用的 L-肉碱量，充足的 L-肉碱

能加速脂肪的氧化燃烧，为各组织细

胞提供足够的能量 [1]。

左旋肉碱减肥靠谱吗？

在这个体重焦虑的时代，商家迎

合大众心理推送着各种减肥广告。左

旋肉碱掀起了一阵瘦身风暴，五花八

门的左旋产品进入大众视野，更有某

品牌的一款左旋肉碱奶茶推出了“月

减 10-20斤，将肥肉彻底转化为瘦肉，

激活自身左旋肉碱分泌机能，达到

5 年不反弹，安全有效无副作用”的广

告，误导和欺骗了消费者，被国家工

商行政管理总局曝光处罚。左旋肉碱

的安全性如何？既然左旋肉碱可以加

速脂肪氧化分解，那么用左旋肉碱减

肥靠谱吗？ 

左旋肉碱的安全性其实不必担心，

很多食物中都含有肉碱，而且它是人

体自身可以合成的一种类维生素。早在

1996年，中国第十六次全国食品添加剂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就允许在饮料、乳饮

料、饼干、固体饮料、乳粉中使用左旋

肉碱。世界上已有超过 22个国家和地

区允许在婴儿奶粉中加入左旋肉碱以预

防肉碱缺乏症 [1]。我国 GB 10765—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婴儿配方食品》

中规定，为了提高婴儿配方食品的营养

价值，允许在其中添加左旋肉碱，最少

添加量为 0.3 mg/100 kJ，而最大添加量

未作特殊说明。这也可以证明左旋肉碱

的安全性比较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

以随意不控量地服用左旋肉碱，大量服

用会引起腹泻，营养不良等副作用。对

于有肾脏或肝脏疾病的人士来说，由于

左旋肉碱促进了脂肪代谢，因此服用左

旋肉碱还可能会增加肾脏和肝脏的负

担 [7]。在 Nature Medicine期刊上的一

项研究显示，高剂量的左旋肉碱增加了

血浆中氧化三甲胺 (TMAO)的水平，

而在血浆 TMAO水平高的受试者中，

左旋肉碱水平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呈正

相关 [8]。

关于服用左旋肉碱是否可以减轻体

重的问题，早在 2004年，国际权威期

刊 Metabolism-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上就发表了一项左旋肉碱对轻度超重

者脂肪氧化影响的研究 [9]。研究者们

选择了18-30岁的共 12名轻度超重者作

为实验对象（5名男性、7名女性、体重指

数 24-27 kg/m2）。志愿者进行每日三餐

规律饮食（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

质 =57% ： 30% ： 13%），在前 10天并没有

补充额外的左旋肉碱，第 11天开始补

充约 3×1 g/d的左旋肉碱。两个试验期

都进行了10天，这样可以使志愿者身体

调整到稳定状态。虽然观察到脂肪氧化

量在左旋肉碱补充期间有所增加，

但是两个实验期中志愿者的体脂量

 Ã【图 4】左旋肉碱饮料（图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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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碱补充对体重影响有统计学意义

的影响，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是一

致的。日常体育活动等动机训练使左

旋肉碱的减重效果得到放大 [10]。

人体自身可以在肝脏和肾脏合成

足够的左旋肉碱，且日常膳食中含有

5-100毫克的左旋肉碱（左旋肉碱每日

需要量约 100-300毫克）[2]。单纯口服

左旋肉碱并不能增加肌肉肉毒碱浓度，

也不能促进脂肪燃烧。因此，不仅仅是

左旋肉碱咖啡，饮用其他含有左旋肉碱

的产品减肥也不靠谱。

（BFM）、去脂体重（LBM）、全身

含水量（TBW）和体重（BW）并未

明显改变。在 2022年 2月 14日播出

的“2021科普中国”揭晓盛典上公布

了“2021年度十大科学辟谣榜”，“左

旋肉碱咖啡可以健康减肥”位列其中。

单纯靠左旋肉碱减肥并不靠谱。

虽然也有大量文献证明了左旋

肉碱可降低体重和减少体脂，但大

部分受试者都配合适量运动及合

理饮食。在日本的一项双盲随机

安慰剂对照研究中，对 24 名超重

(BMI=25.8-26.6 kg/m2) 日本男性进

行了 4 周低剂量 (500 mg/day) 的左

旋肉碱补充并结合日常体育活动等

动机训练。结果发现，补充左旋肉

碱动机组体重减轻了 1.10 kg，非

动机安慰组体重增加了 0.7 kg。然

而，在非动机组中没有观察到左旋  Ã【图 5】左旋肉碱位列 2021年度十大科学辟谣榜（图源自网络）

 Ã【图 6】身体中的左旋肉碱来自哪？（图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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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左旋肉碱虽早在 2003年被国际肥胖健康组织认定为

最安全无副作用的减肥营养补充品 [11]。但我们不能夸大

它的作用，更不能盲目依靠，乱买乱服。左旋肉碱并不直

接燃烧脂肪，只是担任脂肪转运工角色，它发挥作用的前

提条件是——身体需要消耗脂肪来提供能量。运动量不大，

身体不需要消耗脂肪时，例如办公室久坐、窝在家里，左

旋肉碱也只能坐在冷板凳上干着急 [12]。“躺着也能瘦”

的好事是不存在的，如果不进行充分的有氧运动，身体无

法发出消耗脂肪的指令，再多的左旋肉碱也是没有用的，

过量服用反而可能会加重身体的负担。保持良好的睡眠、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才是健康减肥之道。  Ã【图 7】左旋肉碱充当转运工的角色（图源自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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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汤睿智 ，刘熙秋；Email：430030 xiqiuliu@hust.edu.cn

细菌是如何成为肿瘤帮凶的

 Ã【图 1】 不同形貌的细菌（图源自网络）

【背景介绍】

 科学家们发现人体像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除了自身细胞外还住着数以

万亿计的细菌和其他微生物【图 1】。实际上人体细胞并不是我们体内数量最多

的细胞，它们只占 10%左右，而 90%以上的竟然是共生细菌 [1]。不同的细菌群

落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比如作为好朋友的双歧杆菌是人和动

物肠道菌群的重要组成成员之一，可以作为益生菌用在食品和医药上，而幽门螺

杆菌则会引起慢性胃炎，并导致胃溃疡和胃萎缩，严重者则发展为胃癌 [2]。小小

的细菌居然有如此大的威力，科学家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将帮助我们更加

了解自己身体的功能，也让我们更清楚有些疾病发生发展的原因。最新的科研成

果显示细菌居然可以和肿瘤“狼狈为奸”，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全球超过 13%的癌症发病归因于

各种传染源 [3]，100多年前在人类肿

瘤中就首次发现了细菌的存在，但由

于其含量低，对细菌的鉴定和表征都

具有很强的挑战性。近年来科学家们

已经成功解决了这个难题，不再研究

细菌个体本身，转而研究细菌的基因

（即链状 DNA或 RNA结构）。研究

人员可以通过从肿瘤组织中提取细菌

样本，再从样本中提取基因进行实

验分析。每种细菌都有自己的“身份

证”——16S核糖体 RNA基因，如果

确定这类基因的序列，就相当于获取

了细菌的“身份证”号码，我们就可

以清楚地知道肿瘤内都有哪些细菌，

和人体内的其它共生细菌有什么不同。

2020年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

所 Deborah Nejman 等人在顶级杂志

Science（科学）上发表了题为“The 

human tumor microbiome is composed 

of tumor type–specific intracellular 

bacteria（人类肿瘤微生物组由肿瘤特

异性的胞内菌组成）”的研究论文。

对肿瘤微生物组进行了全面分析，研

究了 7种癌症类型（包括乳腺癌、肺

癌、卵巢癌、胰腺癌、黑素瘤癌、骨

癌和脑癌）中的 1526种肿瘤及其邻近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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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常组织，共检测到 9190种细菌 [4]。

发现每种类型的肿瘤都有其独特的细

菌组成，其中乳腺癌的细菌种类尤其

丰富和多样化，在所有单个乳腺肿瘤

样品中平均检出 16.4种细菌，而在其

他肿瘤类型中检出的平均值＜ 9。肿瘤

内细菌大部分存在于细胞内，在癌细

胞和免疫细胞中均有发现，细菌编码

的代谢功能与某些肿瘤亚型的临床特

征有关。例如，胰腺肿瘤细胞中的细

菌可以通过消化和灭活药物来保护癌

细胞免受化疗药物的侵害。研究者还

比较了 100 名吸烟和 43 名不吸烟的非

小细胞肺癌患者的肿瘤内细菌功能，

发现在吸烟者肿瘤中富集的细菌可以

采用 17种不同的方式降解香烟烟雾中

的化学物质（如尼古丁、邻氨基苯甲

酸酯、甲苯和苯酚），因此推测烟草

中存在一些植物相关的细菌在吸烟者

肺部肿瘤处富集。除了以上 7种癌症外，

全世界科学家们在其他癌症的诊断、

机制、预后和治疗研究中也陆续发现

了不同细菌的存在【图 2】。由此可见，

细菌是癌症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

和见证者，其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

2022年 4月西湖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蔡尚研究员团队在顶级生物学杂

志 Cell（细胞）上发表了题为“Tumor 

Resident Intracellular Microbiota Promotes 

Metastatic Colonization in Breast Cancer 

（肿瘤胞内微生

物群促进乳腺癌

转移定植）”的最

新研究论文 [6]。该

研究中使用了高

分辨率电子显微

镜清晰地看到细

菌存在于乳腺癌

细胞的细胞质内

【 图 2】。通过

抗生素清除肿瘤

菌群之后，肿瘤

的重量并没有受

到影响，但乳腺

癌的肺转移则显著下降。这表明肿瘤

菌群很可能影响的不是肿瘤的生长而

是转移过程。研究人员们还发现在生

理条件下，这些胞内菌可以跟随着肿

瘤细胞经过循环系统迁移到远端器官，

并且促进乳腺癌细胞转移和定植。为

什么胞内菌能够促进肿瘤细胞转移？

事实上肿瘤细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

威力无边。在转移的过程中，尤其是

在人体循环系统中会经历如血管里的

血压带来的液流剪切压力，这容易引

起肿瘤细胞的损伤进而引发死亡。而

胞内菌入侵肿瘤细胞后，会通过特定

的信号通路来重塑细胞骨架，帮助肿

瘤细胞抵抗血管里的压力，避免转移

过程中受到损伤。研究人员们表示在

未来进一步深入研究细菌如何入侵肿

瘤细胞，含有胞内菌的肿瘤细胞如何

逃避人体免疫系统的追杀，将为临床

上使用抗生素治疗癌症提供新的见解。

 Ã【图 2】人类不同肿瘤组织均发现了细菌的存在（图源自参考文献 [5]）

 Á【图3】小鼠乳腺癌模型中发现“胞内菌”（图源自参考文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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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细菌在影响肿瘤发

生和进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

究竟是司机还是乘客一直是一个有趣

的问题，吸引着全世界的科学家们孜

孜不倦的探索。正如以色列魏茨曼科

学研究所的 Straussman博士所说：“肿

瘤是一个复杂的体系，除了癌细胞、

免疫细胞、基质细胞、血管、神经和

其他成分外，细菌也是肿瘤微环境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希望能够通

过探究它们适应肿瘤微环境的普遍模

式，从而找到治疗肿瘤的新方法。”

用作防弹衣的高分子——对位芳纶
作者：孙浩峻；E-mail：1284560728@qq.com.

 Ã  【 图 1】对位芳纶布（图源自网络）

在世界高分子纤维的发展史中，聚对苯二甲酰对苯

二胺（对位芳纶）的发现被认为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历史

进程 [1]。其重要意义在于：

1）技术上它是第一个采用新型高分子液晶纺丝技术制

得的纤维，对之后纤维的开发具有指导意义；

2）由于其优异的力学性能和耐高温的特点，极大的丰

富了人造纤维的应用领域。本文主要介绍它的发展历

程和广泛应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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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位芳纶的发现和后续的应用开

发都与美国杜邦公司密不可分 [2]。早

在 1945 年，随着尼龙纤维的商业化

和聚酯纤维的发展，杜邦公司的领导

层就制定了长远发展规划，希望在之

后的生产中，开发出一种兼具超高强

度、耐高温的纤维。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杜邦公司对低温溶液聚合方法

的完善和无机盐溶液促进难溶聚合物

溶解过程的研究为芳纶的诞生奠定了

基础，随后在 1972 年，杜邦公司解

决了对位芳纶纺丝问题，从而推出了

商业化的对位芳纶并命名为 Kelvar。 

各国的对位芳纶研发也不甘落

后，相继推出类似产品。日本帝人

公司于 1972 年开始生产自己的对位

芳 纶 并 命 名 为

Technora， 荷 兰

阿克苏诺贝尔公

司 在 1986 年 推

出的对位芳纶商

品名为 Twaron，

韩 国 科 龙 公 司

于 1979 年 开 始

研 发，2005 年

实 现 工 业 级 生

产。俄罗斯早在

1985 年就建成了生产线，商品名为

Terlon，后来却转向杂环芳纶，其主

要型号有 Armos、SVM 和 Rusar。

我国对位芳纶的研究始于 1972年，

在之后的 20年间，先后经历了实验

室研究、小试和中试等几个阶段，并

被列为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国家

“863”计划 ,取得了一系列科研成果，

但由于诸多原因，并未能实现产业

化。近年来泰和新材、中蓝晨光和

平煤神马等公司在芳纶领域持续攻

坚克难，向市场推出了许多工业化

产品，但是对位芳纶的性能和产能

对比国外领先水平仍然有些差距。

另外国产对位芳纶也大多应用在低

端市场，能够用于军事国防和航空

航天上的少之又少。因此对位芳纶及

其产品的研发生产在我国仍然是个技

术难题，亟需解决。

3.1 安全防护

对位芳纶纤维最重要的应用莫过

于安全防护领域了，它能有如此重要

的应用，主要在于其强度为同等质量

钢铁的五倍，而密度仅为钢铁的五分

之一。由对位芳纶制成的防弹衣体积

小、质量轻，可以抵御住9mm的手枪弹。

除此之外，对位芳纶还可与其它材料

如金属、陶瓷等形成复合材料，制备

 Ã【表 1】芳纶与其它工业纤维性能对比（源自网络）

 Â【图2】对位芳纶结构式（图源自网络）

 Ã【图 3】对位芳纶Kelvar（图源自网络）

芳纶是一种人工合成的芳香族聚

酰胺 [2]。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采用了

一个简单的芳纶定义，即芳纶中至少

85% 的酰胺键直接连接到两个芳香

环。对位芳纶就是芳纶的一种，因在

其结构式中酰胺基团在苯环的对位而

得名。对位芳纶的主链由于共轭苯环

存在，分子链段不易发生内旋转，从

而呈现线性刚性结构，这也使得它具

有一般纤维没有的高强度、高模量、

热稳定性等特征，最终开拓了它的应

用领域。

   2. 对位芳纶的研发过程

   3. 对位芳纶的应用

   1. 对位芳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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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Ã【图 4】军用防弹衣（图源自网络）  Ã【图 5】轮胎（图源自网络）

 Ã【图 6】芳纶浆粕（图源自网络）

 Á【图 7】民用飞机（图源自网络）

多式多样的安全防护装备，可以有效

的吸收爆炸对人造成的伤害。 

3.2 轮胎和橡胶增强

对位芳纶可作为汽车或飞机轮胎

帘子线，加入对位芳纶制成的轮胎，

重量轻、滚动摩擦阻力小并且承重更

高。特别是应用到卡车轮胎时，轮胎

寿命得到大幅延长。在世界许多橡胶

轮胎公司如米其林、固特异等进行应

用实验时，还意外的发现提高了汽车

的舒适性和节油效果。 

3.3 摩擦、密封材料

芳纶浆粕是芳纶纤维进行高度原

纤化处理得到的，其独特的表面结构

极大的提高了混合物的抓附力。采用

浆粕作为增强材料分散在橡胶等基体

中，可直接提高材料的耐摩擦性能。

因此常被用于刹车片和在密封材料，

可以起增强作用。

3.4 复合材料增强

对位芳纶因为其密度小、强度高

常被用作复合材料增强体，可用于追

求重量减轻和冲击损伤减弱的飞行器

结构部件，既减轻飞机或火箭自重，

节省大量的燃料消耗，又不会降低力

学性能。波音 777等商用飞机上的壳体、

内部装饰和座椅上都有应用对位芳纶

复合材料。

3.5 建筑结构加固材料

对位芳纶抗碱腐蚀能力好、不导

电、抗冲击和抗疲劳性能好，很适合

作为混凝土加固材料，防止混凝土在

梁之间开裂。上世纪 80年代，日本由

于地震多发和地铁的建设，将芳纶应

用于混凝土结构的增强，不仅建筑物

可延长使用寿命，而且节约了修理时

间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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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

芳纶纤维作为一种工程材料，被广泛用于防弹衣、飞机、汽车等领域，其应用潜力让人们对它们越来越感兴趣。

我国芳纶纤维的制造产业在虽然最近几年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与国际领先水平还有一定差距，关键技术方面需

要突破，产品应用的领域也亟需从低端市场向高端市场转移。相信随着我国科技和经济的不断发展，这一“卡脖子”

问题一定会被解决。

小锂：小钠，你好！我就是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便携式移动能源 -锂电池 (Lithium-ion battery)，在各种生活生

产场景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图 1】所示。

小钠：小锂，你好！我知道你现在是人类的好帮手，人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你了！我是颇具发展潜力的钠离子电池

(Sodium-ion battery)。我并没有你发展得那么快，但现在有很多科学家正在研究我。小锂，能跟我简单讲讲电池的历

史吗？

小锂：在我们电池界除了我们化学电池这个大家族外，还有物理电池家族。化学电池家族里的每个成员的工作方式是

化学能和电能相互转化，而物理电池家族则是各种物理能量和电能进行转化。化学电池家族分支主要有一次电池（干

 Ã图源于网络

锂钠电池的自述
作者：曹紫涵；.Email：937901077@qq.com

自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后，人类便踏入了电的乐园，人们在电乐园里尽情地探索，

享受着电带来的惊喜和方便。从此，人们再也离不开电了。电池的发明则让人们步入了

移动电源的便捷时代，电可以跟随人移动，真正实现了人和电形影不离。在生活中，我

们使用各种各样的电池来满足生产生活需求。在诸多种类的电池中，由于锂电池的制造

技术比较成熟，性能比较优异，因而锂电池的身影比较多见。人类的生存发展与能源休

戚与共，因此电池技术行业是一个永不落幕的行业。电池技术的研究依然在向着原料更

易得、性能更优异、体积重量更小、更绿色环保等方向前进。

在锂电池作为电池界翘楚的今天，后起之秀钠电池会取代锂电池的地位吗？

今天锂离子电池（小锂）和钠离子电池（小钠）见面了，进行了交流，达成了共识。接下来请看他们的对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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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二次电池（蓄电池）、燃料

电池和储备电池。二次电池相较于一

次电池来说，具有既可以放电又可以

充电的特点，可以多次循环使用。二

次电池在节约材料提高经济效益上有

着一定的优势。其中二次电池种类非

常多，生产和应用广泛有铅酸电池、

镍镉电池、镍氢电池、锂离子电池、

锌银电池等。20 世纪是电池技术迅

 Ã【图1】锂电池生活应用场景 (图源于网络 )

 Á【 图 3】2019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左起古迪纳夫、
惠廷厄姆、吉野彰）（图源于网络）

 Ã【图 2】20世纪二次电池发展路线图（图源于网络）

猛发展的一个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二次电池的发展路线

图【如图 2】所示。  

20世纪 70年代，能源问题日渐加剧，幸运的是当时有

一群志同道合的科学家致力于开发新能源，以应对能源危机。

我的诞生离不开三个国家的科学家，他们分别是美国的约

翰·巴尼斯特·古迪纳夫（John B. Goodenough），英国的斯坦

利·惠廷厄姆（M. Stanley Whittingham）和日本的吉野彰（Akira 

Yoshino）【如图 3】。2019年 10月 9日，瑞典皇家科学院

秘书长约兰·汉森代表诺贝尔化学奖评委会宣布将 2019年诺

贝尔化学奖授予这三位科学家，以奖励他们为我的发展所作

出的划时代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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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钠：小锂的身世如此传奇！很好奇你的组成是什么？你是如何为人们提供电能的？

小锂：我的构成其实很简单。我主要由正极、负极、电解液和外壳组成。常用的正极材料有磷酸铁锂、钴酸锂、三元

材料等。负极材料有碳负极材料、非碳负极材料。在正、负极之间还有传导离子的电解液。外壳一般是钢壳、

铝壳。我被制成各种形状和大小的产品，因此我有着多副面孔；内部结构也是大同小异。下面给大家分享下我的外

部照【如图 4】和一张钴酸锂电池内部照【如图 5】。

小锂：我是通过 Li+和电子在正负极间的往返移动实现能量转化的，从而实现电能的储存和释放。钴酸锂电池工作过

程示意图【如图 6】所示。

小锂：在钴酸锂电池中，我充放电工作时发生的电极反应和总反应如下 [1]：

 Ã【图 6】钴酸锂电池充放电过程示意图（图源于网络）

(1) 正极反应：LiCoO2 - xe- = xLi+ + Li1-xCoO2

(2) 负极反应：xLi+ + xe- + C6 = LixC6

总反应 [ 反应 (1)+ 反应 (2)]：LiCoO2 + C6 = Li1-xCoO2 + LixC6

 Ã【图 5】钴酸锂电池内部结构图（图源于网络） Ã【图 4】各种锂电池产品（图源于网络）

(1) 正极反应：xLi+ + Li1-xCoO2 + xe- = LiCoO2

(2) 负极反应：LixC6 - xe- = xLi+ + xe- + C6

总反应 [ 反应 (1)+(2)]: Li1-xCoO2 + LixC6 = LiCoO2 + C6

充
电
过
程

放
电
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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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锂：充电时部分 Li失去电子变成 Li+向负极移动，从正极 LiCoO2中脱嵌；放电时 Li+向正极移动得到电子变成

Li，在正极 LiCoO2中嵌入。

小锂：制造我需要一种金属元素 -锂（Li）。锂是密度最小的金属，其密度仅为 0.534 g/cm3。因此我是真正意义上的

轻质电池，为便携式电子设备的普及提供了可能，甚至电动汽车、航天业也十分青睐我。可以说如果没有我，就不会

有如今人们所能享受到的一切便携式设备。我还曾和晶体管一起被视作电子工业中最伟大的发明。我从诞生到商业和

生活应用已有 30多年，仍是如今最好的电池技术，对现代人类日常生活有着不言而喻的影响力。

小锂：小钠，你有什么过人之处？现在为什么也会受到科学家的青睐？

小钠：制造我也需要一种金属元素 -钠（Na），浩瀚的海洋中最多的阳离子就是 Na+，地球上的海洋面积又远远比陆

地面积大。接下来介绍我的正极、负极和电解质材料。正极材料是一些钠离子化合物如 NaxCoO2、NaxMnO2等。负极

材料大致有碳类（石墨烯等）、合金类（钠合金）和有机类（对苯二甲酸钠等）[2]。电解质有液态和固态两大类。都

是掺入钠盐的混合物。通常液态电解质制成后其中 Na+浓度大约为 1mol/L，是用有机溶剂溶解钠盐制得。有机溶剂

要求无水，主要有碳酸烯酯类如碳酸乙烯酯（EC）、

碳酸丙烯酯（PC）、四氢呋喃（THF）等。固态电

解质则是以高聚物作为基体，高聚物又包括链状的、

梳状的、网络状三种。掺杂盐有很多种，但都有一个

共同点即一般都带有负电荷的大体积阴离子。大体可

分为氯化复盐（NaAlCl4、NaFeCl4等）、氟某酸钠

盐（NaPF6、NaBF4等）、有机钠盐 （NaB (C6H5)4、

NaC6H5CO2等）[3]。锂在自然界的丰度不足 0.1%，而

且 75%都在美洲，中国的锂资源更少，大多都需要从

国外购进。制作我的钠离子来源充足，其他材料价格

也较便宜，因此我的制作成本大幅降低。我与你的成

本对比如下【图 7】所示。

小钠：工作原理上我与你类似，都是金属离子和电

池外运动的电子在正负极之间往返形成回路，即所

谓的“摇椅”模型【如图 8】。我在充放电过程中，

Na+在正负电极之间往返。充电时，Na+在正极脱嵌

出来，经过电解质，得到电子变成钠单质嵌入负极；

放电时则相反。

小锂：在成本方面你的确胜过我。除了这一点外，你

还有什么方面跟我是不一样的？

小钠：在安全方面，我比你更安全些。你在工作过程

中容易生长出锂枝晶。当像树枝一样的锂晶体长到一

定程度时，易刺穿电池，电池内部结构被破坏，发生

短路而自燃。而我则不容易生长枝晶，因而发生自燃的概率就低。除此之外，我因为和你有类似的工作原理，还能和

锂电设备完美兼容；我使用的集流体是金属铝 ,铝比铜便宜。我的诸多优势【如图 9】所示。

 Ã【图 7】锂离子电池和钠离子电池的成本对比图（图源于
网络）

 Ã【图 8】钠离子可充电电池“摇椅”模型（图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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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锂：看来我俩都既有优点也有缺点。我是人们生活中使用较多的可充电电池，在很多数码和通信设备中都能见到我。

小钠，你又主要在哪些方面服务人类呢？

小钠：其实早在上个世纪 70年代，我几乎跟你一起得到科学家们的注意 [4]，但由于当时研究条件和市场化需求的影响，

我的发展进度没有你那么快。近些年来由于本土锂资源供应不足，因此对我的研究正在加速，但要达到量化生产的阶

段尚需时日。科学家们正在攻克一些技术难题，有望在21世纪中期，让我实现市场化。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曾说过“氯

化钠（价格）炒不起来，盐很多”，并表示接下来会把我和你混搭使用，尽早让我商业化。中科海钠已于 2018年

6月推出了国内第一辆钠离子电池低速电动汽车，并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园区内进行试验【如图 10】。除了宁德时

代、中科海钠外，国内外已有数家企业（中国钠创新能源、中国星空钠、英国 FARADION、美国 Natron Energy、法

国 NAIADES计划团体）在钠离子电池上取得了不错的研究结果，也陆续对我做出了产业化布局战略。目前中国对于

我的研究领先于世界，有望掌握钠离子电池研究主导权。

在性能方面，你比我更优异一些。因为 Na+比 Li+的半径更大，在相同体积的材料内，Na+数目更少，所能携带的电荷

自然也就越少，所以我的能量和功率密度都比你小。我们的优缺点对比【如表 1】所示。

 Ã【图 9 】钠离子优势图（图源于网络）

 Ã【表 1】钠离子电池与锂离子电池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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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钠：由于我的能量密度和功率不如你，所以我更多

的是用在低速电动设备和储能方面【如图 11】。

小 锂：太棒了！不久你就可以帮我一起服务人类

了，我们各自在适合自己的领域里为人类带去便捷。

小钠：人类在能源发展的道路上历经辛苦，不懈探索，

我们才得以降临于世，让我们一起努力服务人类、回

报人类吧！

 Ã【图 11】钠离子应用场景（图源于网络）

 Ã【图 10】钠离子电池电动车（图源于网络）

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从化石能源向非化石能源转型

是必经之路，但非化石能源也会面临资源的耗竭。在锂资源

紧张且锂电池技术进展缓慢的如今，钠离子电池横空出世，

是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些新型电池的出现，离实现能源清洁

化、交通电动化和“碳中和”目标又进了一步。

电池技术是一门复杂且精细的工艺技术，是诸多学科领

域的共同作品。电池的研究和开发离不开化学、物理、材料、

能源、环境、化工等行业专家们的努力，正是他们为了人类

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断探索，让人类能够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

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也曾说：“我们认为，电化学的世界，

就像能量魔方，未知远远大于已知，我们乐此不疲地探索着其中的奥秘”。我们在享用科技果实带来美好的同时，别忘了

向可爱的伟大的科学家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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氦的发现过程

说到稀有气体的发现，咱们首先还得先说一说英国的实

验狂人卡文迪许，他的行事作风与稀有气体甚为相像，都是

隐士派。1785年，英国掀起了工业革命的狂潮，逐渐成为

了世界霸主。但这世界的喧嚣对身处伦敦的卡文迪许来说似

乎毫无影响，他的注意力全集中在实验上。他发现，空气中

除了氧气外的剩余气体在电火花的作用下可以继续与氧气反

应，产生的酸性气体可以被碱液吸收。但每次实验总会残留

一个体积约为原有体积 1/120的小气泡。这样的实验结果让

卡文迪许百思不得其解，出于对科学的严谨，他只是如实的

记录了实验数据。虽没能发现稀有气体，但他的实验证明了

空气绝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肯定还存在一些不活泼的气

体。遗憾的是，卡文迪许直到去世也不知道这种气体到底是

什么。 

1859年，德国化学家本生和物理学家基尔霍夫由于两

太阳元素——氦
作者：孔重娟；.Email：2469863397@qq.com

晋代王康琚之《反招隐诗》中有这样一句话“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如果将元素周

期表比作元素的“王国”，那么稀有气体就是隐匿于这元素王国中的隐士。好家伙！属于稀有气体的 2号元

素氦直接隐匿到了外太空，就当时的技术水平而言，想要发现地球之外的东西简直难如登天啊。幸好整个宇

宙中，除了“1号大哥”氢就属它分布最广了。但科学家发现它的过程也可谓是经历了一波三折。

 Ã  【图 1】日珥现象（图源自网络）

 Ã英国化学家卡文迪许、皮埃尔·朱尔·塞萨尔·让森、诺曼·洛克耶、威廉·拉姆塞（依次从左向右）（图源自于网络）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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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着不同的学科背景，一经会面就提出了许多新颖的想法。两位科学家共同发现了现代分析化学中最常用的光谱分析法。

后来，这种方法在科学界得到推广。

1868年，法国天文学家皮埃尔·朱尔·塞萨尔·让森前往印度观察日全食，利用分光镜观察日珥发现一条黄色谱线，与钠

黄光的 D1(589.6nm)和 D2(589.0nm)线接近。他预测可能是一种新的元素，将这条线称为 D3(587.49nm)线。同年，英国天

文学家诺曼·洛克耶得知此消息后，两位科学家合作经过进一步研究和对比，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地球上不存在，只存在于太

阳上的元素，并将其命名为 Helium，来自希腊文 helios(太阳 )，中文译名为“氦”，意为太阳元素。但此时的化学界持有

的观念是“只有拿到实物才算发现”，对于通过光谱发现的物质，并没有给予高度的重视和肯定。于是让“太阳元素”的

发现延迟了 30年 [1]。

30多年过去了，英国也从偏安一隅的小岛发展成为了世界性大国，号称“日不落帝国”。 这位因发现 6种稀有气体并

确定了它们在元素周期表中的位置而获得 1904年诺贝尔化学奖英国化学家，拉姆塞也终于登场。不愧是化学家本生最得意

的弟子，果真是得到了师父的真传，凭借着师父交给他的这柄“光剑”在化学界大展拳脚。不久之后便发现了稀有气体“氩”。

有一天，他从资料中得知美国地质学家希尔布朗德寄在加热铀矿石和酸的混合物时发现了一种极为稳定的气体，怀疑这种

气体是“氩”。于是严谨的拉姆塞赶紧重复了此实验，并且将铀矿石和酸加热产生的气体通入到氧气中，发现在通电的作

用下并没有发生反应。于是又用光谱分析，他发现在光谱仪上有一条黄色的线，和地球上已经发现的任何一条线都不重合。

于是他立马联想到这可能是与之前发现的“氩”性质相似的稀有气体物质，但出于对科学的严谨，他请了当时英国最著名

的光谱专家克鲁斯鉴定发现的新元素。克鲁斯看到这条线后，通过仔细比较，发现这正是 1868年让森和洛克耶发现的“太

阳元素”氦，于是他立即将鉴定结果告诉拉姆塞。从那时起，人类便在地球上找到了“太阳元素”氦的足迹，氦元素也变

得不再神秘 [2]。

氦元素的用途

重要的节日总需要一些五颜六色的气球来烘托气氛，因为氦气自身密度小，充入气球，能让气球高高升起。由于最外

层只有两个电子，已经达到了两电子稳定结构，所以极难发生化学反应，通常用作保护气。使其成为铝、不锈钢、铜和镁

合金等高导热性材料焊接的理想气体，还可用作热处理过程中的淬火气体以及熔炉气体，提升零件质量。氦气也可与氩气

结合使用，用于气囊充气。

此外，它还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它可作为航天卫星发射发动机燃料的推进剂，用于接收宇宙飞船发来的传真照

片或接收卫星转播的信号。氦在电子制造领域，可用于光纤、液晶面板和半导体的制造。在医学成像领域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使用高强度磁场的磁共振成像（MRI）和核磁共振（NMR）时，这都得益于氦的极低沸点 [3]。由于氦这一性质以及

液氦技术的发展还催生了一个新的科学分支——低温物理学 [1]。

 Ã【图 2】充了氦气的气球（左）、核磁共振技术（右）（图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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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氦气

氦气已经成为国防军工和高尖端技术领域不可缺少的战略性物资 [4]，我们需要找到更好的保护手段，防止它被我们完

全耗尽。但由于氦气的密度极小，地球引力无法将它束缚住，泄漏到空气中，很容易从地球逃逸，飘散到外太空，这就导

致了地球上的氦气资源极度贫乏。有人就说了，氢气的密度比氦气还要小，那为什么不会逃逸呢？这是因为相对于氦，氢

的化学性质活泼，可以与氧气发生反应，生成自然界最珍贵的自然资源“水”。这也是地球面积的 71%被海洋所占据的原因。

相对世界其它国家，我国一直属于贫氦国家，氦资源总量少、氦含量低。制备氦的方法主要有四种，分别是天然气分离法、

合成氨法（从合成氨尾气中分离提纯氦气）、空气分馏法和铀矿石法 [5]。目前，工业上采取的方法是天然气分离法。但我

国含氦天然气中的氦含量小于 1%。渭河盆地只有部分样品含氦量较高，最大值为 4.942%。自产氦只能满足少量用户的需求，

约 97.5%的氦依赖于进口 [6]。因此能否在中国找到丰富的氦资源，并加以利用和保护，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最近一项新的研究表明，氦气主要是从地核或地幔迁移出来的 [3]。由于氦气的密度小，所以猜测氦气应广泛富集于地

势高、地层结构完整的区域，而在盆地区域和断裂带区域储量并不高。所以猜测我国的青藏高原、赤峰地区、九寨沟地区

由于山脉转折幅度大、层位众多、成藏基本条件良好，因此具有较大的氦气资源储备潜力 [1]。如果这些推测被证实，将极

大推动我国氦气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而解决一系列卡脖子技术问题。

 Ã【图 3】全球氦气资源分布格局（2020年）（图源自于中国知网 [6]）（左）地核中可能存在大量氦元素（图源自于中
国知网 [3]）（中）、氦气由于密度小，倾向于富集于高原地区（图源自于中国知网 [1]）（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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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碳之产生
我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中

的孙悟空神通广大，擅长“七十二变”，
当然，那是神话小说塑造的形象，但
你可曾想在自然界中的化学元素也有
各式各样的“变幻”，那就是化学世
界中元素单质的同素异形体。这些同
素异形体组成元素相同，但是其物理
性质千变万化。在 100多种化学元素
中，变化最多的当属碳元素。那么碳
元素是怎么产生的呢？碳元素的产生
与恒星核聚变有关，随着恒星的进化，
恒星核内氢经过核聚变转化为氦，恒
星在重力的作用下开始向内塌陷，这
种塌陷增加了恒星内部温度和压力，
直至氦经过核聚变反应形成了碳。
二、碳之发现
已有文献记载，从有人类出现在

地球上，就和碳有了亲密的接触。下
雨打雷，闪电交加，导致木柴燃烧残
留下的残渣诸如木炭，原始社会人们
用燃着的木棒驱逐野兽动物，动物被

烧死后，就会剩下骨碳，这样碳就被
人们所知道，在古代碳就被人们所发
现，但是发现碳的准确日期还未有史
料记载。1789年拉瓦锡编制《元素表》，
在这时，碳作为元素首次正式出现在
大众视野。在此之前，也有碳的踪影，
只是还不知道它是碳元素，在我国魏
晋时有相关记载：“石墨可书，又燃
之难尽，亦谓之石炭”。石墨在 16世
纪被欧洲人发现误认为是含铅的物质，
称为可以“绘画的铅”，1779年瑞典
化学家舍勒将“绘画的铅”与硝酸钾
共熔后产生二氧化碳气体，这才确定
它为一种矿物木炭。1772年，法国化
学家拉瓦锡进行了燃烧金刚石的实验，
把金刚石放在用水密封的玻璃钟罩内，
加热发现：澄清石灰水检验密封用水
时产生白色沉淀，这和燃烧木炭所得
到的结果一样，拉瓦锡认为在金刚石
和木炭中含有相同的成分，命名为
carbon[1]。在 20世纪初 carbon传入我国，
被命名为“碳”,开始流行使用，所以“碳”

是 100% C，而“炭”的使用追溯到古
人记载的木炭、焦炭等。
三、碳之认识
我相信学习过化学的人们都对碳

元素耳闻能详，脱口说出碳在元素
周期表中排第六，相对原子质量为
12.0107，原子核最外层电子数为 4，
既不容易失去电子，也不容易得到电
子，化学价态为负 4价和正 4价，化
学性质比较稳定，可以呈现单键、双键、
三键等多种价态，也正因碳元素这种
特殊性，构造出千姿百态的碳单质。
目前可以查找到的碳的同素异形体有
数十种。诸如石墨、金刚石、C60、碳
纳米管等，有学者把碳的同素异形体
分为无定形碳、过渡碳、晶形碳等
3 大类，每一大类下又包含许多小类。
由此可见，碳家族成员数量庞大，种
类繁多。
四、碳之应用
碳属于非金属元素，由于其特殊

结构，它的化学性质比较稳定，在自
然界中常以单质形式存在。但在高温
条件下，比较活泼，与氧、氢结合，
形成新的化合物，碳的家族又庞大起
来，下面碳家族成员的多变应用。
（一）碳与工业领域
碳在工业上的运用可谓神通广大，

碳单质有：金刚石、石墨、焦炭、活性炭、
木炭等，家族成员庞大，因此用途也
包罗万象。工业之碳主要以碳为原料，

碳氏家族
作者：李晓荣；Email：1968992319@qq.com

 Ã【图 1】碳 图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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冶炼金属制品、工业产品等。比如焦炭
炼铁，1961年我国广东新会发掘南宋
末年炼铁遗址时，除找到炉渣、石灰石、
铁矿石外，还找到了焦炭，是世界上
冶铁用焦炭的最早实例。1709年，英
国 Abraham Darby I 采用
焦炭替代木炭炼铁获得成
功，并获得了这项技术专
利。焦炭炼铁主要是铁在
燃烧过程中，高炉内部温
度控制在 1800 ºC~1900 ºC

之间，在此温度下，铁可
以更好的进行氧化还原反
应，通过装料系统不断向
高炉设备内部输送焦炭，
保证高炉内部温度处于相
对平稳的状态。在冶炼过
程中，焦炭要到达风口时，
风口的高温会使焦炭产生
化学反应，同时生成二氧化碳，实现
大量热量释放。在二氧化碳数量持续
增长过程中，由于缺乏氧气进行化学
反应，使二氧化碳在大量热量情况下
形成 H2和 CO，H2和 CO作为高炉内
部铁氧化物的还原剂，能够还原高炉
内部大量铁元素，这也是确保高炉内
部冶炼铁质量和产量的一个重要的化
学反应以及步骤 [2]。
五、碳与生活领域
据中国水资源公报查知，我国

2018年全国废污水排放总量达到了
750亿吨，水体中排放污染物种类繁杂、
处理困难等特点。解决污水问题迫在
眉睫，相应地对污水治理提出了更高
要求，采用环保性材料对污水进行治
理，不产生副产物，不会对环境进行
二次污染，因此迫切需要能够解决污
水问题的环保材料。在此情况下碳氏
家族成员——活性炭发挥了神奇的作
用。活性炭是一种具有特殊微晶结构、
发达孔隙结构、较大表面积、强吸附

性的含碳材料，化学稳定性好，具有
耐酸、耐碱、耐高温等特点。活性炭
难溶于水和有机溶剂，既可在气体中
使用，也可以在液体中使用，再加上
表面的疏水性可以从水溶液中吸附各

种物质，根据这一特点被广泛应用在
水污染问题处理中。活性炭在众多的
吸附剂中名列前茅，不仅仅是因为它
的孔结构，与它的化学组成也有密切
关系。除此之外，活性炭表面是非极
性或弱极性的，和其他大多数吸附剂
相反，这些优势特点结合起来使活性
炭成为一种优质的吸附剂。人们对活
性炭的探索并未停止，对活性炭的术
开发越来越多，其应用范围拓展到了

改良土壤、大气污染、食品领域等 [3]。
总之，活性炭对我们的生活发挥了巨
大作用，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健康、环保。
说起碳在生活中的用处，不得不

提金刚石，人们对它是爱不释手。金
刚石又叫“金刚钻”，是一种
由碳元素组成的矿物，是钻石
的原身。金刚石颜色各色各异，
硬度大，反光性强，可以反射
出形色各异的光，金刚石作为
钻石是极具价值的技术材料，
它可以吸收太阳光中的短波波
段，成为紫外线的理想储藏器，
可以为人体杀菌消毒，平衡阴
阳气血，让皮肤充满活力，因
此深受人们喜爱 [4]。几千年前，
印度曾是世界上最早发现钻石
的地方，时隔一段时间，1725

年巴西开采出大量钻石，这使
得巴西取代印度成为了当时全球最重
要的钻石产地。直到 1867年，真正的
钻石王国登上了历史舞台，就是南非。
1905年，在南非阿扎氏亚发现了最大
的钻石：库利南钻石，有幸将这颗巨
钻镶嵌在英王的权杖上，象征着英王
的权势，南非的钻石产量到现在依然
处于世界前列，并由此开创了钻石业
的新纪元，金刚石发挥着它闪烁的光
芒，服务着人们。

 Ã【图 3】活性炭（图源自网络）  Ã  【图 4】金刚石（图源自网络）

 Ã【图 2】焦炭 图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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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碳与纳米领域
碳家族在纳米领域发挥的作用就

比较“高大上”了，听我和大家慢慢
说来。纳米技术是用尖端的科学手段
来控制分子尺寸的一门技术，纳米材
料独特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使纳米
科学成为世界上三大支柱科学之一 [5]。
碳元素则是纳米材料一直寻求的重要
材料，吸引着众多科学家去探索，发现
了碳元素的许多新型物质，从零维的富
勒烯 C60、一维的碳纳米管到二维的石
墨烯，碳的同素异形体不断被丰富。

富勒烯 C60，是由英国化学家克罗
托、美国化学家斯莫利和柯尔研究小
组在 1985年发现了零维碳材料―――
富勒烯，由 60个碳原子组成的空心圆
球状具有芳香性的分子。富勒烯 C60是
含有众多双键、具有独特笼型结构的
三维芳香化合物，化学家们通过给富
勒烯分子上引入亲水、亲油或强极性
的基团，来改变富勒烯分子的相互作
用，制成多样的富勒烯衍生物纳米材
料。这些富勒烯衍生物纳米材料具有
特殊的超导性、强磁性、耐高压、抗
化学腐蚀等优异性质，在纳米粒子材
料领域普遍应用。比如作为新型纳米

催化剂，用水溶性富勒烯纳米材料作
为载体，与二氧化钯配位形成新型富
勒烯纳米钯催化剂，其具有用量较少，
方便回收，减少原料成本等优点。作
为疏水材料，因为富勒烯衍生物纳米
粒子材料具有优良的疏水性、较强的
耐高温性，通过组装形成纳米粒子、
纤维等不同样态的纳米材料，被用作
疏水材料 [6]。富勒烯衍生物纳米粒子
材料作为太阳能电池也是不错的选择，
制成富勒烯太阳能电池，方便人类使
用，富勒烯衍生物纳米粒子材料用途
可不仅仅这些，它用途广泛，给人们
各行各业带来诸多益处，造福着人类。
说到这里，还想为大家介绍碳在

纳米领域另一贡献，那就是碳纳米管。
碳纳米管由最早是由日本教授饭岛澄
男 1991年发现，根据纳米管中碳原子
层数不同，可以将其大致分为单壁管
和多壁管 2类。碳纳米管是一维纳米
材料，重量轻，六边形结构连接非常
完美，具有超常的电学、力学、化学
性能，因其特异性质在众多领域运用
广泛。因其可以装载大量小分子药物
以及生物大分子，具有保护性、释放
性功能，被用作小分子药物的转运，

广泛应用在生物医学。因其具备良好
的导电性可以在航空航天用作轻质导
线，制备轻质电子器件。也因其具有
良好的光学和电学性能，被用作食品
添加剂的电化学技术 [7]。

碳，是不是很神奇？看看它和它的伙伴有没有觉得它们就在我们的身边，低调的服务于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最贴近我们的生活领域，到突飞猛进的工业领域；从人类生存中作为金属制品的焦炭，到表达爱意浓浓
的炫亮钻石；从污水环保处理的活性炭到用途广泛的碳纳米管“天梯”等等。这都是“碳”性能展现的不
同状态，这些多元化的性能，也使得科学家们为之着迷，对“碳”的研究也成为了他们永不放弃的目标。

 Ã【图 6】碳纳米管（图源自网络）

 Ã【图 5】富勒烯C60（图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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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代人工合成颜料

(1)  埃及蓝——第一种人工合成颜色 

公元前 2500年，考古学家和盗墓者在古埃及的墓室中发现了法老的黄金面具和大量精美的壁画，其中大量使用了

蓝色，这也是最早发现的“蓝色”记忆，这种蓝色被称为“埃及蓝”（Egyptian Blue）——第一种人工合成的颜色（将石灰、

沙子和铜合成硅酸铜钙 CaCuSi4O10）。直到公元五世纪时，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衰落与灭亡，埃及蓝湮没在古壁画内，其

制作工艺直到 1000多年后才被世人再次发现。

作者：李娇；Email：354776959@qq.com

 那些曾经的“蓝”

蓝 色，是冷色调中最冷的色

彩。提到蓝色，人们自然

会联想到海洋、天空、湖水，

代表着智慧、博大、梦幻、冷静与安详，

象征着永不言弃的自由精神和人们对

美好世界的憧憬，成为了被赋予梦想

和永恒的幸运色。或许很多人都觉得

蓝色是生活中最为常见的颜色，似乎

没有深入了解它的必要，但是看似普

通的蓝色，背后却有着不普通的故事。

 Ã【图 2】古埃及法老的黄金面具（左）、古埃及皇族与他的仆人（中）和古埃及狩猎场景（右）（图片源自网络）

 Ã【图 1】蓝色颜料演变史

一、 颜料“蓝”演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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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蓝—最早的人工合成颜色

传说在中国古代，人们曾将铜与钡等重金属元素按照不同比例混合，生成深浅不一的蓝色物质（硅酸铜钡

BaCuSi4O10等）[1]。美国佛利尔研究所从中国战国至汉代的陶器、青铜器等彩绘颜料中分析出蓝色与紫色的硅酸铜钡，这

也是中国最早的人工合成蓝色颜料——命名为中国蓝。

2. 天然矿石颜料

(1)   群青——最早的天然蓝色颜料

由于早期人造蓝色颜料埃及蓝的制作工艺当时已经失传，在过去的几千年，受到宗教领袖和艺术巨匠们一直追捧的蓝

色颜料“群青”的原材料就是天然青

金石——一种产自阿富汗东北部的蓝

色矿脉的湛蓝宝石，其蓝色源于内部

晶格网状结构中的 S3-粒子，对于矿物

的含硫量有一定要求。由于当时的此

种矿脉少、运输不便加之生产力低下，

使得 “群青”在欧洲成为昂贵的颜料，

价格堪比黄金，被用来专门绘制西斯

廷教堂的天空和圣母玛利亚的长袍。

然而荷兰画家约翰尼斯 •维米尔在《带

珍珠耳环的少女》、《倒牛奶的女仆》

等画作的创作中却毫不克制的购买蓝

色颜料，使得全家负债累累 [2]。

(2)  石青——中国最早的天然蓝色颜料

在东方，绘画作品主要以水墨画为主，和油画使用的溶解颜料的溶剂并不相同，蓝色的来源是石青，来自蓝铜矿，化

学成分为 Cu3(CO3)2(OH)2 ，经常与孔雀石伴生，在我国古代常被称作的“丹青”中的“青”指的就是石青 [3-4]。例如，虎年

春晚上绝对“青”流的神仙舞蹈——《只此青绿》将中国的古典美体现的淋漓尽致，其创作灵感就来源于中国十大传世名

画之一的《千里江山图》，由北宋画

家王希孟在 18 岁时用半年时间画

成，该画使用石青矿物颜料绘成而

得名，绚丽的青绿色调交织描绘着千

里江山的锦绣恢弘。

3. 现代合成颜料

(1)  普鲁士蓝——欧洲最早的现代合成

颜料

到了 18世纪，蓝色颜料的身价跌

落神坛，起因是德国的一位颜料工匠

荻斯巴赫合成出了一种新型蓝色颜料—

普鲁士蓝，此种颜料是将草木灰和牛

血混合后焙烧制成黄色晶体（亚铁氰

 Ã【图 3】“群青”画作（图片源自网络）

 Ã【图 4】春晚节目《只此青绿》与《千里江山图》（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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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钾），加入氯化铁溶液，便产生了此种蓝色物质（亚铁氰化铁），不同于群青的鲜艳神秘，普鲁士蓝展现出庄严稳重的

感觉，再加之原料常见便宜和优良的着色能力，成为当时艺术家们最常用的颜料，毕加索在其创作的“蓝色时期”曾大量

使用普鲁士蓝颜料作画。

建筑学界中，蓝图的蓝指的就是

普鲁士蓝，将画好的图纸盖在浸泡过

柠檬酸铁铵溶液的纸张上，再经由阳

光曝晒，使之未被线条遮盖的部分形

成 Fe2+，最后浸入铁氰化钾溶液中，在

图纸空白处便出现了普鲁士蓝，这种

堪比工程界的活字印刷术的技术，为

后世建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普鲁士蓝是经典的配合物，其

化学组成有很多种，最常见的是亚

铁氰化铁钾（KFe[Fe(CN) 6]）和亚

铁氰化铁（Fe4[Fe(CN)6]3），其配体

为六个氰基，是二价铁和三价铁分别

与氰基的 C、N两端配位键联，形成开

放式的骨架，K+则间隔的位于立方体

中心。

普鲁士蓝通常为 Fm3m结构，但

当合成环境的不同或掺杂离子的不同，

其结构将发生畸变。N、C原子可以和

多种金属元素配位，所以普鲁士蓝中的

Fe可以被替换成包括 Zn、Co、Cd、

Ni、Pt的一系列过渡金属，组成普鲁

士蓝类似物 (PBAs)。此外，这一类立

方晶体结构中心有较大的空穴，可以容

纳离子（K+、Na+、Rb+、NH4
+）或分子。

    普鲁士蓝里含有氰基，大家会不自

觉的想到剧毒的氰化钾或是氰化氢，普鲁士蓝毒性并不大，还可以用来解毒，早在 2003年 10月美国 FDA就正式批准可溶

性普鲁士蓝作为资料放射性铊中毒和放射性铯中毒的特效药，因为铊和铯可置换普鲁士蓝上的铁后形成不溶性物质 ,使其随

粪便排出。此外，由于普鲁士蓝材料结构明确、多样，组成可调节，位点多及多孔性等优点，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电池、催化、

医疗等领域 [6-8]。

(2)  滕氏蓝—东方最早的现代合成颜料

来自于神秘东方的滕氏蓝颜料，与普鲁士蓝颜色相近，是在大约相同的时间被独立发现的，其制备方式也几乎一样，

是由混合硫酸亚铁 FeSO4溶液和铁氰化钾 K3[Fe(CN)6]溶液得到，反应得到的是一种深蓝色的溶液。

事实上，关于这两种物质是否是同一种物质，科学家们早已开始了探讨与争论。随着当今先进的化学分析手段，科学

家通过 X射线衍射法和电子衍射法终于确定了普鲁士蓝 /滕氏蓝实际上是一种物质。

 Ã【图 5】普鲁士蓝（图片源自网络）

 Ã【图 6】普鲁士蓝结构图（图片源自文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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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钴蓝—群青替代品

钴蓝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八世纪和九世纪，多用于珠宝和

陶瓷的颜色，例如，中国的青花瓷器。1802年，法国化学

家 Louis Jacques Thénard发现了一种更纯净的氧化铝型钴蓝，

其化学成分是铝酸钴，并于 1807年在法国开始大批量生产。

钴蓝色象征纯洁和辉煌，神秘而瑰丽的气质深受历代艺

术家的喜爱。作为群青的替代品，钴蓝相较于群青，色彩更

为鲜亮耀眼，而且性质稳定，与其他颜色混合时亦不会产生

不良反应。尽管价格还是偏高，艺术家很快就接受了钴蓝色，

许多画家，如梵高、莫奈、雷诺阿等都开始使用新的颜料来

代替昂贵的群青。可以说，钴蓝的出现被称为蓝色颜料的又

一历史性革命。

(4)  人工群青

因群青本身成本高昂，法国政府于 1824 年发布了一个

悬赏令，奖励能发明人造群青色料的发明者。1828年，法

国化学家让 -巴布蒂斯特 •吉美 (Jean Baptiste Guimet) 发明

了一种含有 S3-离子的人造群青，其化学成份与最纯的青金

石一致，也被称为“法国群青”。和现在依旧昂贵的天然群

青相比，合成群青的颜色更加鲜艳生动，因为在合成群青的

颗粒比天然群青更小更均匀，纯度也更高。此外超高的性价

比也使得合成群青脱颖而出，成为新秀。印象主义就是在“法

国群青”促进之下蓬勃发展起来的。

(5)  克莱因蓝—蓝色新革命

1956年，法国艺术家伊夫·克莱因在材料商人爱德华·亚

当的帮助下，将群青粉融入合成树脂 Rhodopas M60A，调配

出了这种纯净到极致的蓝色，饱和度高，却又出奇地耐看，

经久不变色，这就是“国际克莱因蓝” （International Klein 

Blue，简称 IKB）。

克莱因蓝流传 60多年来，始终作为永恒的经典色，活

跃在人们日常视野。它以其单纯，及强力的视觉侵蚀力，无

需语言，让人看一眼便难以忘却，即能唤起人们强烈的心灵

感受，有着同自然一样抚慰人心的力量，更被誉为是“世界

上最纯正的蓝”。近年来，克莱因蓝火爆出圈，更是席卷了

整个时尚圈，其时髦、超吸睛神秘又纯粹的视觉体验备受各

大商家的青睐，从服饰到箱包、汽车、家居包括电影都是克

莱因蓝的天下。

伊夫 •克莱因眼中的蓝色，纯粹、安定又浓郁——“是

天空，是水，是空气，是深度和无限，是自由和生命，是宇

 Ã【图 7】滕氏蓝与普鲁士蓝颜色与结构（图片源于 bilibili
网站 -真 •凤舞九天）

 Ã【图 8】唐青花瓷（左图）、雷诺阿作品《The Skiff》（图
片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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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最本质的颜色。” 克莱因蓝开启了

蓝色的自由与纯粹，受到了全世界的

偏爱，经久不衰 [9]。

 Ã【图 10】克莱因蓝（图片源于网络）

 Á【图 9】莫奈油画作品《日出 •印象》；
天然群青与合成群青（图片源于网络）

二、结语：

从古至今，人们在蓝色的探索路途中一路前

行，从深邃的海洋、无尽的天空或太空远眺的地

球，它在人类文明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这

种神奇的颜色承载着对社会历史、科学创新和艺

术交迭的更深层次的含义，它像一首诗歌，它在

低声的吟，众人在聆、在感、在悟、在希冀……,

不断创造着文明的新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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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化学，你的脑海中会浮现出怎样的画面呢？大约会有高级感十足的实验室、洁白的实验服、形形色色的仪器还有

认真敬业的实验员们……

众所周知，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

基础的学科。在我们初次接触化学时

都会被化学实验所吸引，比起实验原

理、物质微观结构等抽象知识，大多

数人们更容易为各种美丽的化学变化

所着迷，绚丽的颜色、漂亮的结晶似

乎更能引起我们的关注。而颜色对不

同的人来说有不同的意味，对化学家

来说，包括分子振动产生的颜色、简

单激发产生的颜色、与能带及色心相

关的颜色、无机物成色、有机分子成

色等原因 [1]。颜色为化学增添了可观赏

性，【如图 1】中美丽的金属置换反应，

所涉及银、铅、铜、锡四种金属的反应方程式【如图 2】，化学家又为颜色赋予了哪些价值呢。

 Ã【图 2】反应方程式（来源于网络）

作者：王采怡；E-mail：w15293970879@163.com

化学中的颜色应用
 Ã【图 1】金属的置换反应（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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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指示剂

对接触过化学的人来说，指示剂是我们所熟知的物

质。说起指示剂的发展史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目前公认英

国化学家波义耳是最早将植物汁液用作指示剂的化学家。

指示剂的发现是一个意外。波义耳为了纪念去世的妻子

经常在实验室摆放妻子最喜欢的紫罗兰【图 3】，在一次实

验操作中不小心把盐酸滴在了紫罗兰花上，在清洗花束时发

现滴了盐酸的地方花瓣变成了红色，这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决心一探究竟。他将紫罗兰花瓣浸入浓盐酸中，花瓣果然变

红了，又把花瓣分别浸入不同浓度的盐酸以及醋酸等其他酸

性溶液，结果仍然一致。波义耳确定该方法可以用来检验酸

液，并将这一现象描述为酸的一个特性。

波义耳不满于此，他继续探索能检验碱性的物质，最终发现了石蕊地衣【图 4】。科学家与普通人的差距或许正体现于此，

波义耳仍未停止探究，他想找到双向指示剂，最终他发现石蕊浸出液同紫罗兰有一样的特性。至此，石蕊于 1646年以酸碱

指示剂的身份问世。历经几百年，我们仍然在沿用波义耳的

这一重大发现。“酸红碱蓝”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口诀，这是

紫色石蕊检测溶液酸碱性时的颜色变化。指示剂一般是比较

弱的有机酸或有机碱，由于其共轭酸碱具有不同的结构且颜

色不同，改变溶液 pH时，指示剂的微观分子结构就会发生

变化，从而引起溶液颜色的变化 [2]。

在波义耳之后，布尔哈夫在文章中也提到植物汁液可以

用来检验碱性物质，他常用的植物也是紫罗兰与石蕊。

18 世纪，瑞典的贝格曼指出植物汁液检测酸性溶液时灵敏

度存在差异，需要鉴别不同汁液的灵敏度使酸性溶液的检验

更加准确，可见当时对指示剂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了。

此外，指示剂还被用在酸碱中和滴定中。历史上酸碱滴定中大多数科学家均以发泡现象作为滴定终点的判断依据，例

如荷兰化学家格劳贝尔制备硝酸钾（2HNO3+K2CO3=2KNO3+H2O+CO2↑）， 法国化学家日夫鲁瓦用不同的酸滴定碳酸钾

依据试剂用量判断酸的相对强度等。1767年，英国路易斯认为该方法存在缺陷，不便于判断滴定终点，他提出依据植物汁

液作为酸碱滴定的终点判断的假设，针对操作方法进行了具体阐述。显然，这是一个创造性应用。由于植物汁液在实际应

用中总是难以满足化学家们的要求，这推动了 19世纪后半期合成指示剂的发展，第一个成功应用的合成指示剂是酚酞。

酚酞遇到碱性溶液就会变红，但是酚酞的变色范围为 pH 8-10，超出这个范围红色就会消失，因此更加准确的表述是酚

酞遇弱碱变红。其分子结构变化过程【如图 5】所示，酚酞分子本身是一种多元酸，随着 pH的增加由内酯式分子变为无色

离子，在 pH 8-10时则为红色醌式离子，当 pH继续升高则会褪色成为羧酸盐式的无色离子 [4]。指示剂发展至今已经广泛应

用于化学的各方面。

2. 变色反应

如果说上述指示剂能检测一类物质，此处提到的则可视为专属指示剂，对化学家来说，某些物质或粒子间相互接触所

产生的特征颜色是大有用途的，人们发现或发明此种特征反应并将其应用于日常生产生活。

 Ã【图 4】石蕊地衣（来源于网络）

 Ã【图 3】紫罗兰花（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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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显色传感器

显色传感器是指传感分子本身具

有识别目标离子和反馈信号的功能，

而且信号以颜色变化的形式输出，据

此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由于人眼辨别

颜色的能力有限便加入了颜色识别设

备以提高分析的精确度。显色传感器

对目标离子的定性检测在于显色纤维

与该离子的显色反应情况。在相同测

试条件下，显色纤维对某一离子显

色，经图像采集分析后即可分辨此条

件下传感器对该离子具有选择性识别

作用，即定性检测。定量检测需要制

备目标离子的标准比色板，在显色纤

维中，分别加入不同浓度梯度的目标

离子标准溶液经显色传感器检验，将

传感器采集到的照片用电脑自带的画

图软件颜色提取器，对变色的纤维部分进行取点，得到平均 RGB值，记为该标准浓度下，显色纤维对目标离子显色的数据。

对所测数据进行拟合分析，选定定量依据的方程。待测样品

经相同检测后，将其 RGB数值带入拟合方程中，即可得到

其浓度值 [5]。

显色传感器应具备基本的图像收集与处理功能。为避免

光线影响，显色传感器一般都设计为封闭体系，以【图 6】

中显色传感器三维设计图为例，摄像头与电脑连接实现图像

采集与分析处理。其中，显色反应是核心，通过实验室试验

之后选取对特定分子或离子显色效果好的显色纤维，可将其

应用于医学鉴定、食品分析等方面。

2.2 水质检测

水中的有机污染物在生物降解时消耗水中的溶解氧，使

水质恶化，破坏生态平衡。因此，化学需氧量（COD）是

一项评价水环境有机污染物水平的重要水质指标。CODMn

是指以 KMnO4为氧化剂，氧化水中某些还原性物质，以

其用量计算相应的氧量。国标法检测耗时较长，因此以 I-

和 KMnO4的显色反应设计了一种快速检验方法，二者的基

本原理【如图 7】所示。在 KMnO4与水样中的还原性物质反应结束后，加入过量的 KI还原剩余 KMnO4，自身被氧化为

I3-，溶液由粉色变为黄色。以分光光度法定量分析生成的 I3-浓度，根据标准溶液 CODMn浓度与其对应的吸光度之间的线

性关系，计算未知水样的 CODMn值，本方法缩短了测量时间且准确度更高 [6]。

 Ã【图 6】显色传感器三维设计图（来源于原文）

 Ã【图 5】酚酞分子结构变化（来源于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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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指纹显现

人的汗液中含有微量氨基酸等物

质，通过与特定的检测试剂反应生成

有颜色的物质指纹就能显现。茚三酮

是一种用于检测氨或者一级胺和二级

胺的试剂。当与这些游离胺反应时，

能够产生深蓝色或者紫色的物质，叫

做 Ruhemann紫。茚三酮常用来检测指

纹，正是因为指纹表面所蜕落的蛋白

质和肽中含有赖氨酸残基，其上的一

级胺能被茚三酮检测，显色机理【如图 8】。法医常用茚三酮溶液分析诸如纸张

等多孔表面上的指纹，经过茚三酮处理可将指尖纹路变为可见的紫色【如图 9】。

 Ã【图 7】CODMn检测示意图（来源于原文）

 Á【图 9】指纹鉴别（来源于网络）

 Ã【图 8】显色机理（来源于网络）

 Ã【图 10】DFO与氨基酸的反应（来源于原文）

 Â【图 11】1,2-茚满二酮与氨基酸的
反应（来源于原文）

之后，1,8-二氮杂芴 -9-酮（DFO）

与 1,2-茚满二酮（IND）分别于 1990年

和 1997年陆续被用作指纹显现剂，其反

应过程【如图 10、11】，所显现的指纹

分别为淡红色和淡粉色 [7]。此外，显

现手印的效果较好的天然产物有京尼

平、指甲花醌和靛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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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结与展望

化学家们通过巧妙应用化学变化中的颜色给人们带来了太多惊喜和便利，在精心设计下颜色被用来定性、定量分析，

广泛应用于物质鉴定、水质检测、环境监测、医学等多个领域。从宏观物质检验发展到目前在分子层面甚至细胞层面的研

究分析，是一众科学家努力的结果。但是受多种因素影响，将实验室中的研究成果应用于生产生活依然有许多困难和挑战

需要克服。

 Ã图片来源：Photo by Avatar of user Sam Moghadam Khamseh on Freep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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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展

一种基于生物技术的钻井液及其应用
A.biotechnology-based.drilling.fl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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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钻井液，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原料：10%~15% 质量浓度的果聚糖 70~90 份，15%~20% 质

量浓度的阳离子葡聚糖 10~15 份，45%-55% 质量浓度的槐糖酯 1~5 份。本发明还公开了上述钻井液在页岩气开采

与石油开采中的应用。本发明的钻井液成本低，环保无害，增加了粘度和切力，降低滤失量，可有效封堵力学不稳定

的岩层的微裂缝或松散破碎带，防止孔壁坍塌。

The invention discloses a drilling fluid, comprising the raw materials of following mass fraction: 

70-90 parts of fructan with a mass concentration of 10%-15%, 10-15 parts of cationic glucan with a 

mass concentration of 15%-20%, 1-5 parts of sophorolipid with a mass concentration of 45%-55%. 

The invention also disclos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above drilling fluid in shale gas extraction and oil 

exploitation. The drilling fluid of the invention is low in cost,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nd harmless, with 

increased viscosity and shear force, reduced filtration loss. It can effectively block the micro-fructures or 

loose fracture zones in mechanically unstable rock stratum, and prevent hole wall from collapsing.

1. 一种钻井液，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原料：

10%~15% 质量浓度的果聚糖 70~90 份，

15%~20% 质量浓度的阳离子葡聚糖 10~15 份，

45%-55% 质量浓度的槐糖酯 1~5 份。

2.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钻井液，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果聚糖的分子量为 2500万 ~3500万道尔顿，粘度为 3000~3500 cps。

3.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钻井液，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阳离子葡聚糖的分子量为 1000万 ~2500万道尔顿，粘度为 2000~3000 cps。

4.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钻井液，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果聚糖采用如下方法制备得到：制备含蔗糖或棉籽糖的质量浓度为

10%~15%的培养基，消毒培养基，在培养基中添加枯草芽孢杆菌，发酵 24h～ 26h后停止发酵，发酵终产物经去除菌体、

脱色、精制浓缩，即得果聚糖。

5. 如权利要求 4所述的钻井液，其特征在于：在培养基按 200g/L的比例添加枯草芽孢杆菌。

6. 如权利要求 4或 5所述的钻井液，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枯草芽孢杆菌的菌株为 NRRL B-14201。

7. 如权利要求 1-6任一项所述的钻井液在页岩气开采中的应用。

8. 如权利要求 7所述的钻井液在页岩气开采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在水中加入基于水的重量百分比为 5%~50%的钻井液

用于页岩气开采。

9. 如权利要求 1-6任一项所述的钻井液在石油开采中的应用。

10. 如权利要求 9所述的钻井液在石油开采中的应用，其特征在于：在水中加入基于水的重量百分比为 5%~20%的钻井液用

于石油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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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钻井液，成本低廉，环保无害，具有良好的钻井性能。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

技术方案：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钻井液，包括以下质量份数的原料：10% ~ 15%质量浓度的果聚糖 70 ~ 90份，15% ~ 20%质量浓度

的阳离子葡聚糖 10 ~ 15份，45% ~ 55%质量浓度的槐糖酯 1 ~ 5份。

其中，所述的果聚糖的分子量为 2500万 ~ 3500万道尔顿，粘度为 3000 ~ 3500 cps。

其中，所述的阳离子葡聚糖的分子量为 1000万 ~ 2500万道尔顿，粘度为 2000 ~ 3000 cps。

进一步地，所述的果聚糖采用如下方法制备得到：制备含蔗糖或棉籽糖的质量浓度为 10% ~ 15%的培养基，消毒培养基，

在培养基中添加枯草芽孢杆菌，发酵 24h ~ 26h后停止发酵，发酵终产物经去除菌体、脱色、精制浓缩，即得果聚糖。

优选地，在培养基按 200g/L的比例添加枯草芽孢杆菌。

其中，所述的枯草芽孢杆菌的菌株为 NRRL B-14201。

本发明还公开了上述钻井液在页岩气开采中的应用。在水中加入基于水的重量百分比为 5% ~ 50%的钻井液用于页岩气

开采。

本发明还公开了上述钻井液在石油开采中的应用。在水中加入基于水的重量百分比为 5% ~ 20%的钻井液用于石油开采。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本发明的钻井液适用于页岩气开采及石油钻井使用，成本低，环保无害，能有效抑制粘土、

岩屑的膨胀和分化，具有较好的防塌性能；增加粘度和切力，提高钻井液流体在流动时内部凝胶网状结构的强度；降低滤失量，

可有效封堵力学不稳定的岩层的微裂缝或松散破碎带，防止孔壁坍塌。

具体实施方式 

为了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描述。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钻井液，包括以下表 1质量份数的原料：

一种钻井液及其应用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钻井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钻井液及其应用。

背景技术

钻井液，是钻井过程中以其多种功能满足钻井工作需要的各种循环流体总称。钻井液的主要作用包括把岩屑从井底携

带至地面，增加粘度和切力，降低滤失量及封堵属于力学不稳定的岩层的微裂缝或松散破碎带，防止稳定孔壁坍塌等。现

有的钻井液如专利号 201480062761.8公开了可再使用的高性能水基钻井液，专利号 201810976275.8公开了类油基钻井液体

系，成分复杂，成本高，难以大面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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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本发明钻井液原料配方

原料 10%~15% 质量浓度果聚糖 15%~20% 质量浓度阳离子葡聚糖 45%-55% 质量浓度槐糖酯

实施例一 70 15 3

实施例二 80 12 5

实施例三 90 10 1

阳离子葡聚糖，固含量 15% ~ 20%，分子量为 1000万 ~ 2500万道尔顿，粘度为 2000 ~ 3000 cps，PH为 4.0 ~ 7.0。果

聚糖的固含量为 10% ~ 15%，残渣 ≤0.2%，分子量为 2500万 ~ 3500万道尔顿，粘度为 3000 ~ 3500 cps。

本发明的钻井液的原料果聚糖的制备过程如下：制备含蔗糖或棉籽糖的质量浓度为 10% ~ 15%的培养基，消毒培养基，

在培养基中按 200g/L的比例添加枯草芽孢杆菌，枯草芽孢杆菌选用菌株为 NRRL B-14201。发酵 24h ~ 26h后停止发酵，发

酵终产物经去除菌体、脱色、精制浓缩，即得果聚糖。停止发酵可以采用改变 PH，加入酒精或过滤细胞碎片的方法来停止。

通过设定发酵时间 24h ~ 26h，使得制备得到的果聚糖的分子量符合 2500万 ~ 3500万道尔顿的范围。

将制备得到的果聚糖、与阳离子葡聚糖及槐糖酯按表 1中的质量比例混合，得到本发明钻井液。

本发明的钻井液适宜在页岩气开采中或石油开采中应用：在水中加入（5% ~ 50%）的钻井液，用于页岩气开采；在水

中加入（5% ~ 20%）的钻井液，用于石油开采。以上百分比为基于水的重量百分比。

本发明钻井液在页岩气开采中或石油开采中具有良好的性能，实验过程如下详述。

1、滚动分散试验

试验步骤为：

（1）取 50g 2-5mm的风干泥页岩试样，装入盛有 400ml试验液的滚动瓶中。试验液分为三组，分别为水、水 +10%钻井液

          和水 +15%钻井液，钻井液为表 1中实施例一中配方制备得到。

（2）将滚动瓶盖紧密封，放入泥浆炉中滚动 15小时，冷却，倒入 40目分样筛上筛 1分钟。

（3）再将筛余岩样放入 110℃恒温干燥箱中干燥 5小时，冷却后称量。

（4）利用 R40=m/50*100%计算岩样分散回收率，其中 m为 40目筛余物重量。试验结果见表 2。

表 2. 滚动分散试验岩屑回收率

试验液 岩屑回收率 %                    

水 32%

水 +10%钻井液 74%

水 +15%钻井液 89%

其中百分含量为基于水的重量百分比。

从表 2可知，采用本发明钻井液后，岩屑回收率高于清水的回收率，本发明钻井液具有很强的抑制性，能有效提高岩

屑回收率，具有较好防塌性能，有利于井壁稳定及保护油气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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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变性与滤失性能试验

在水中分别加入不同数量的表 1中实施例一的配方的钻井液，测定室温 (25 ºC)下的性能，试验结果见表 3。

表 3. 钻井液性能流变性与滤失性能测试

试验组 AV   (mPa.s) YP     ( Pa) FL    ( mL) 备注

水 +10%钻井液 10.2 5.5 25.1 25℃

水 +25%钻井液 26.3 12.3 20.4 25℃

水 +50%钻井液 35.5 25.6 18.6 25℃

其中百分含量为基于水的重量百分比。

由表 3可以看出，本发明钻井液具有较好的增粘切和降滤失作用，钻井液的加量在 50%的范围内加量越大，粘度越大，

切力越高，滤失量越低。

3. 砂层封堵试验

在水中分别加入不同数量的表 1中实施例一的配方的钻井液，测定砂的倾入深度，试验结果见表 4。

表 4. 钻井液砂层封堵测试

试验组
砂床漏失

150-200 目砂 100-150 目砂

水 +5%钻井液 8分钟时开始漏失 ,25分钟漏失量 56ml /

水 +10%钻井液 7cm 9.8cm

水 +20%钻井液 5.4cm 6.7cm

其中百分含量为基于水的重量百分比。

由表 4可以看出，随着钻井液量的增加，砂层的封堵效果变好。在加量为 20%时，150-200目砂和 100-150目砂的侵入

深度均小于 10cm，说明本发明钻井液具有较强的封堵能力。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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