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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汇集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1 蔡金华 井冈山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 曹利平 西北大学
3 陈    峰 宁德师范学院化学与材料学院
4 陈焕文 江西中医药大学
5 陈艳霞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6 陈依军 中国药科大学
7 谌东中 南京大学
8 程    俊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9 崔惠芳 郑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10 董泽元 吉林大学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11 董志兵 武汉工程大学
12 杜锡光 东北师范大学化学学院
13 范志强 浙江大学
14 方文军 浙江大学化学系
15 冯美玲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16 冯新斌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17 关    威 东北师范大学
18 郭怀忠 河北大学药学院
19 郭维斯 青岛科技大学化学院
20 郭旭虹 华东理工大学
21 郭    震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人民教育出版社
22 郭志前 华东理工大学
23 韩春苗 黑龙江大学功能无机材料化学重点实验室
24 何兴权 长春理工大学
25 侯高垒 西安交通大学
26 黄    超 云南民族大学
27 黄远标 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28 季    威 中国人民大学物理学系
29 孔    芳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69 位会员新晋级为高级会员

中国化学会 2022 年 8 月份新晋级高级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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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8 月，中国化学会新晋级高级会员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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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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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30 李帮经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31 李枫红 吉林大学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32 李    峰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
33 李祥子 皖南医学院药学院化学教研室
34 李晓娜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35 梁志强 吉林大学无机合成与制备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36 廖    清 首都师范大学
37 廖    循 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38 刘亚青 天津科技大学
39 刘迎丹 燕山大学（材料学院 / 高分子系）
40 孟祥军 唐山师范学院
41 牟    丹 枣庄学院
42 牛卫芬 山西医科大学
43 丘秀珍 韶关学院化学与土木工程学院
44 时    茜 温州大学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
45 史建武 河南大学
46 宋金生 河南大学
47 苏    邵 南京邮电大学
48 孙靖宇 苏州大学
49 孙培培 南京师范大学
50 陶  果 成都师范学院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
51 王    惠 西北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52 王惠钢 浙江师范大学
53 王    亮 浙江大学
54 王晓红 东北师范大学化学学院
55 吴安心 华中师范大学化学学院
56 吴立新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
57 邢永恒 辽宁师范大学
58 徐政虎 山东大学化学院
59 袁必锋 武汉大学
60 张    晟 四川大学高分子研究所
61 张富民 浙江师范大学
62 张佳楠 郑州大学
63 张茂杰 苏州大学
64 张文华 苏州大学材料与化学化工学院
65 张永毅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66 郑福平 北京工商大学轻工科学技术学院
67 朱    岩 浙江大学化学系
68 朱园勤 广西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69 诸海滨 东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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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汇集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段新瑞 陕西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 冯    玮 复旦大学

3 葛燕青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4 韩福社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5 李    豹 吉林大学

6 刘    静 陕西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7 龙    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8 麦裕华 广州市荔湾区教育发展研究院

9 师自法
兰州大学功能有机分子化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

10 司    伟 大连交通大学

11 魏巧华 福州大学化学学院

12 邢双喜 东北师范大学化学学院

13 徐常龙 九江学院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4 许志红 许昌学院

15 薛    斌 上海海洋大学

16 严清峰 清华大学化学系

17 尹世伟 陕西师范大学

18 翟茂林 北京大学化学学院

19 张    杰 台州学院

20 张    元
兰州大学功能有机分子化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

21 张振锋 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

22 甄永刚 北京化工大学

23 周建华 陕西科技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

24 周仁贤 浙江大学化学系

25 朱    勍
浙江工业大学生物工程学院生物化
工系

25 位会员新晋级为高级会员

中国化学会 2022 年 9 月份新晋级高级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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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9 月，中国化学会新晋级高级会员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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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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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大赛

作为本世纪的主导产业之一，以硅基半导体为支

柱的电子信息行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并且许多新型电子产品的问世都深深地改变了人

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然而随着电子技术的不断发展，

新型电子元器件对材料的性能有了更高的要求。由于

传统电子器件中硅基材料固有的刚性和脆性等缺点限

制了其进一步的应用，因此亟需寻找一种柔韧性好、

可延展的新型材料来替代传统硅基材料。于是为了适

应未来电子元器件对材料的柔性化发展需求，许多科

学家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瞄向了传统硅基电子材料的

继承者——柔性电子材料 [1-2]。

把握柔性电子技术发展机遇

作者：付晨浩；Email：295386997@qq.com

助力“中国制造”
走向“中国创造”

 Ã具有感知功能的智能机器人（图源自网络）

 Ã【图 1】电子电路（图源自网络）

背
景

1. 柔性电子技术的国内外研究进展 

作为一种新兴的电子技术，柔性电子技术是将有机或者无机电子器件通过新型加工工艺沉积在柔性 / 可延性塑料或薄

金属基板上形成电路的技术。相对于传统电子技术，其最大

的特点在于用柔性基板取代了传统的刚性电路，从而显著提

高了电子器件的折叠性、延展性和柔韧性 [3]。目前，在保证

产品具有优异性能和使用安全的基础上，探索使用寿命长、

制备工艺简便、成本低廉且易于规模化生产的柔性材料与器

件是柔性电子技术发展的主要方向。作为最具有发展前景的

电子技术之一，柔性电子相关材料与器件的产业规模也在以

惊人的速度逐年增长。根据权威机构的预测，全球柔性电子

产业规模将在 2025 年超过 3000 亿美元。因此，世界多国

都争相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试图在这一前沿领域抢占一 Ã【图 2】柔性电子器件（图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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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大赛

目前，针对各种功能的柔性和可拉伸材料的研究与应用

是该领域关注的焦点。一般来说，直接使用具有柔性的功能

材料实现电子器件的柔性化被认为是最简单和可操作的方

法，因此如何将各种结构的有机、无机以及复合材料应用于

柔性传感器等电子设备是研究人员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

高分子材料由于固有的弹性和可拉伸性能，在推动电子

器件柔性化的进程中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以聚酰亚胺、

聚乙烯、聚氨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等为代表的高分子

材料在柔性电子领域被广泛应用。为适应新一代柔性器件的

发展潮流，开发响应度高、稳定性好、成本低廉的高分子材

料逐步成为重点的发展方向 [8]。形状记忆聚合物是一种常见

的具有变形功能的高分子材料，具有密度低、形变量高、价

格便宜等优点。作为一种刺激敏感型智能材料，形状记忆聚

合物可以通过改变自身的形状来响应特定的外界刺激，还可

以通过控制其对不同外界刺激的响应程度从而实现材料的多

功能化。目前，基于形状记忆聚合物制备的复合材料在生物医

疗、航空航天、人工智能以及仿生领域都得到了广泛应用 [9-10]。

2017 年 Yang 等基于形状记忆聚合物聚氨酯和具有高光热转

换效率的炭黑制备出了一种光响应形状记忆材料，通过调整

材料中两种物质的重量比可以设计和制造具有不同形状记忆

行为的器件。作者还展示了通过熔融沉积成型（FDM）技术

打印的具有光触发形状记忆行为的向日葵，表明该研究工作

有望在仿生智能设备和柔性机器人领域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11]。

2016 年 Zarek 等开发了一种基于 3D 打印甲基丙烯酸酯大分

子单体的灵活且简便的方法，制备具有高分辨率的形状记忆

结构用于柔性和响应电路。为了证明该方法在响应式电子设

备中的实用性，作者通过喷墨打印技术将独特的银纳米颗粒

油墨印刷到由该形状记忆聚合物 3D 打印出的物体上制备了

一种柔性温度传感器。这种制备形状记忆器件的方法为柔性

机器人、微创医疗设备、柔性传感器以及可穿戴电子设备的

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 [12]。

无机材料在柔性电子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尤其是

以石墨烯和碳纳米管为代表的纳米碳材料在柔性器件的研究

上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 [13]。石墨烯作为一种性能优异

的二维纳米材料，兼具柔韧性好和结构稳定等优点，还具有

良好的力学、电学和热学性能，因此其在微电子和柔性电子

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被广泛应用于柔性电池和柔性传

感器中 [14]。2017 年 Lv 等设计了一种基于完全气泡超轻石墨

烯块的超灵敏压力传感器，该传感器不但具有超低的密度和

极好的弹性，而且还可以灵敏地检测到超出人体皮肤感知能

力的极低压力，因此有望在超灵敏传感领域得到更深入的应

用 [15]。碳纳米管作为纳米碳材料的另一种典型代表，同样

具有良好的电学、力学和热学性能。基于碳纳米管制备的柔

性传感器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优异的稳定性，并在许多领域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6]。2022 年 Hao 等受光敏印章的启发提

出了一种简单、低成本且环境友好的真空过滤 - 转移印刷方

法（PS-VFTP），用于制备基于单壁碳纳米管的柔性电极阵

席之地。2011 年，日本成立了先进印刷电子技术研发联

盟，并将柔性电子印刷技术作为发展的重点。而美国政府则

在 2012 年正式将柔性电子作为先进制造十一个优先发展的

尖端方向之一。我国也同样非常重视柔性电子技术的发展，

并将柔性电子作为相关产业迅速发展的重要支撑，同时推动

我国在传统电子信息领域的转型升级。近年来，我国的各大

高校以及中科院研究所也先后建立了先进材料与柔性电子研

究基地，在柔性电子技术的不同方向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并

取得了许多丰硕的成果 [4]。迄今为止，柔性电子技术在生物

医疗、柔性传感器、柔性显示、柔性可穿戴设备以及人工智

能等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发展前景，而且其在航空航天和军事

工业领域的应用潜力也在进一步被发掘。随着人造电子皮肤

和新型薄膜太阳能电池概念的提出，柔性电子技术也在向着

多功能化的方向发展。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以前我们只能在

电影中见到的画面将会变成现实，人类社会也将迈入一个智

能化的新纪元 [5-7]。

 Ã【图 3】无线人体可穿戴监测传感设备（图源自网络）

2. 柔性电子材料与器件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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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这种柔性电极阵列可以被轻松地功能化为高性能的电化

学传感器，用于同时监测汗液中的代谢物和电解质。通过与

信号采集和处理电路系统集成，还能够使其在人体运动过程

中实现无创、实时、原位的汗液分析。此外，这种策略具有

较高的普适性，可以很容易地扩展到其他柔性电子设备的制

造过程 [17]。

通常，无机半导体或金属材料具有优异的电学性能，但

是它们的硬度较高、刚性较大、断裂应变较小且延展性较差，

不利于制备可弯曲和拉伸的柔性电子器件。而有机高分子材

料虽然具有优异的弹性和柔韧性，但是较差的电学性能也使

得其无法成为理想的柔性电子材料。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

种可行的途径是在具有弹性的有机基体中混入刚性的无机颗

粒从而构成综合性能良好的复合材料。2017 年 Matsuhisa 等

通过混合微米级的银薄片、氟橡胶和表面活性剂制备出了一

种可印刷和可拉伸的弹性导体。这种弹性复合材料在没有发

生应变的情况下表现出了高于 4000 S·cm-1 的电导率。另外，

作者还展示了用于可拉伸机器人的全打印传感器网络，即使

拉伸超过 250% 也能准确地感应压力和温度。这种弹性导体

有望为医疗保健、可穿戴设备和柔性机器人的开发提供大面

积可拉伸的传感器或执行器网络 [18]。2020 年 Liu 等通过将

PDMS 作为柔性基体引入多孔 PZT 陶瓷的孔隙中制备了一

种柔性压电复合材料。这种材料独特的梯度多孔结构提升了

应力传递能力，并大大提高了机电转换效率。基于这种复合

材料制备的压电纳米发电机的灵敏度与其它具有 3D 互连结

构的压电纳米发电机相比具有显著优势，尤其是在能量收集、

物联网、传感器和用于无线通信的便携式电子设备方面展现

出极大的应用潜力 [19]。

受鱿鱼的触须、大象的鼻子以及人和动物的舌头等自然生物机械适应性的启发，具有柔韧性和自愈能力的柔性材料被

广泛用于设计和制造柔性智能机器人。与传统的金属机器人相比，这些柔性智能机器人有望能够更好地感知环境信息并更

有效、更轻松地实现与现实世界的交互。因此，柔性智能机器人作为设计和制造新一代机器人的技术发展方向，备受研究

人员的关注。2016 年 Yang 等报道了一种具有出色的机械适应性和热灵敏度的柔性热传感器。该传感器是通过将含有羧基

的单壁碳纳米管与基于氢键的热可逆自修复聚合物相结合制备而成的。聚合物中丰富的非共价氢键赋予了传感器优异的机

械适应性，使其获得了可以在室温下短时间内重复修复自身的能力，而具有优异电性能的单壁碳纳米管的加入确保了其对

温度的可重复电阻响应。这种具有机械适应性的柔性热传感器将在提高柔性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使用寿命和降低热敏电子设

备因高温而损坏的风险方面具有潜在

的应用价值 [20]。

电子皮肤是机器人智能化和人机

交互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可广泛应

用于仿生机器人、多功能可穿戴设备、

医疗健康等领域。近年来，电子皮肤

触觉传感器在柔韧性、高灵敏性以及

多功能性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甚至在某些方面，电子皮肤触觉传感

器的灵敏度、分辨率以及响应程度等

特性超越了人体皮肤的感知范围。但

与此同时，高额的成本、复杂的制备

工艺和难以规模化生产等问题限制了

电子皮肤的发展与应用 [21-22]。目前，

电子皮肤多采用 PDMS 作为基底材料，

而天然植物材料的应用为电子皮肤在

3. 柔性电子技术的相关应用

 Ã【图 4】柔性可穿戴振动响应传感器（图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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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选择、微结构制备工艺等方面提供了新的方案。2018 年

Wan 等发现可以直接将包括叶子和花瓣在内的植物材料用作

电容型电子皮肤的介电层。这种由植物材料制备的电子皮肤

展现出较高的灵敏度、较宽的压力检测范围以及较长的使用

寿命，可以被应用于监测人体运动、气体流量以及感知空间

压力分布等方面。因此，这种经济、高效且环保的方法具有

极大的发展潜力 [23]。近年来，3D 打印技术在直接实现柔性

传感器、可穿戴设备以及电子皮肤等复杂电子器件方面引起

了极大的关注。相较于其它传统的加工手段，3D 打印技术

在制备具有复杂立体结构的柔性电子器件方面具有无可比拟

的优势。这种具有高度灵活性的简单、低成本的增材制造技

术已被广泛用于功能传感器的开发与应用 [24]。2022 年 Cao

等受人类皮肤双机械感受器协同策略的启发，通过 3D 打印

技术制备了一种兼具极低的检测极限和较宽的检测范围的层

压石墨烯压力传感材料。这种层压石墨烯压力传感材料显示

出了优异的量化压力 / 重量的能力，是首次超出人体皮肤压

力感受范围的碳基压力传感器。而且它不仅赋予了电子设备

更出色的柔韧性和拉伸性，还证明了集成到大面积人造电子

皮肤中的可行性。因此，该项研究工作将为智能机器人的高

性能压力传感设备的开发提供一条极具前景的途径 [25]。

交互式人机界面（iHMI）是一种连接人类和机器的双

向电子系统，它可以将人类的意图有效地传递给机器，使人

类能够控制机器并收集来自机器的反馈信息。因此，交互式

人机界面被认为是人和机器两者之间沟通的桥梁。在 iHMI

中，柔性压力传感器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组件之一。常用的基

于压电 PZT 和 AlN 等材料制备的压力传感器由于固有的脆

性，因此与柔性基板不兼容，难以实现在弯曲条件下的测量。

而基于高分子的压电传感器虽然具有良好的柔韧性，但其压

电性能较差且灵敏度较低，所以也不是最合适的选择。2019 年

Deng 等通过将 PVDF 与 ZnO 以特定比例混合，设计了一种

基于豇豆结构的 PVDF/ZnO 纳米纤维材料，并将其用于制备

柔性自供电压电传感器。由于兼有聚合物材料的弹性和 ZnO

优异的电学性能，这种压电传感器表现出了良好的柔韧性、

高灵敏度和机械稳定性。此外，该传感器还可以在不同的曲

面上贴合覆盖，实现准确的弯曲角度测量和快速识别，从而

实现更加智能化的人机交互 [26]。

未来的军事战场正在逐渐向信息化、数字化的方向转变，

对于军用设备的要求也更加严苛。以智能可穿戴设备为代表

的柔性电子器件由于体积小、质量轻、功能多样化等特点，

在军事工业领域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为了满足现代化复杂

的战场环境对军用电子设备的基本要求，性能高、质量轻的

军事智能可穿戴设备的研发与运用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重要问

题。例如，将柔性可折叠显示器应用于军事可穿戴设备，能

够大幅度降低士兵们的负重并提高佩带的舒适性，从而减小

设备对士兵作战的影响。而使用柔性太阳能电池替代传统电

池还可以提高军事设备的续航能力，从而解决士兵们在野外

作战时电量供应不足的问题。因此，智能可穿戴设备预期将

成为当代信息化战争不可或缺的利器 [27]。

 Ã【图5】具有远高于人体皮肤压力感知范围的机械手 [25]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和综合国力的迅速增长，国家对柔性

电子行业的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地加大，并希望在该领域内抢

占先机，逐步掌握引领行业发展的主动权。近年来，以京东方、

维信诺等平板显示企业为代表的国内品牌的崛起表明我国在

柔性显示屏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我国的小米、华为等智

能手机品牌也相继发布了应用最新柔性电子技术的产品，引

领了行业的潮流。例如，小米公司研发的 MIX Alpha 环绕屏

概念手机一经问世就在整个行业内引起了轰动，其搭载的柔

性 OLED 屏幕也是由国产供应商维信诺公司研发的最新产

品。华为公司推出的折叠屏手机华为 Mate X 系列也风靡全

球，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喜爱。而在国防科技创新领域，为

了符合未来信息化战争的需要，柔性电子技术也将应用于提

升军事装备与军事系统的智能化水平，并推动我国军工行业

和航空航天的发展，服务于我国国防的现代化建设。

4. 我国柔性电子行业的前景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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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洛芬是有效的前列腺合成酶抑制剂，具有解热镇痛及

抗炎作用。可用于扭伤、劳损、下药疼痛、肩周炎、滑囊炎、

肌腱及腱鞘炎、牙疼和术后疼痛、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

炎以及其它血清阴性（非类风湿性）关节疾病 [1]。布洛芬的

生物半衰期为 1.8-2.0h，由于生物半衰期短，需要多次给药

才能维持药物治疗效果，但频繁服药可能导致消化不良、恶

心、腹痛、烧心等副作用 [2]。因为布洛芬存在上述缺陷，科

学家尝试研发能减少服用次数并且能达到相同甚至更好治疗

效果的制剂，因此布洛芬缓释制剂应运而生。布洛芬缓释制

剂能有效降低每日服用次数，从原来的每 24h 服用 3-4 次降

低到 1-2 次。在减少服药次数的基础上，对人体的副作用更

小，治疗效果比普通制剂还略胜一筹。目前市场常见的布洛芬缓释制剂主要包括布洛芬缓释片剂、布洛芬缓释胶囊和布洛

芬缓释微丸等。

缓释制剂能减少服药次数，还能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那么到底什么是缓释制剂？它的组成和结构是怎样的呢？请跟

随我们的步伐，做进一步探索。

在开发治疗类风湿和关节炎引起的疼痛的药物过程中，英国化学家斯图尔

特 . 亚当斯教授团队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与失败之后，终于在 1961 年发现了 2-（4-

异丁基苯基）丙酸，它是一种具有镇疼效果的有机化合物，成为了后来我们常见

的止疼镇疼药物——布洛芬。斯图尔特教授在发现布洛芬后，还成为了第一个服

用的人。当时他正要参加一个演讲，可是在演讲前夜由于喝酒过量导致第二天早

上起床后头疼欲裂，他就服用了自己团队发现的布洛芬制剂，随后发现头疼症状

得到明显缓解，使得他能正常进行当天的演讲。

作者：杨光明，罗林秀；Email：758698806@qq.com

摘   要：布洛芬缓释制剂是常用于治疗疼痛的有效药物，服药后能长时间起到止痛镇痛效果，服药后能长效缓解病人

痛苦。在了解布洛芬缓释制剂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其它类型的缓释制剂，揭示不同缓释制剂的结构和释药

机理，深化对缓释制剂的认识。在知道缓释制剂优点的基础上，发现缓释制剂的不足，从而推测未来缓释制

剂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布洛芬，缓释药，缓释制剂，释药机理

 Ã【图 1】2-（4- 异丁基苯基）丙酸

 Ã【图 2】布洛芬缓释胶囊（图源自网络）

走进缓释药，认识缓释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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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缓释药物的组成与结构

缓释制剂是通过适当方法，延缓

药物在体内的释放、吸收、分布、代

谢和排泄过程，以达到延长药物作用

时间的一类制剂。缓释制剂由药物有

效成分和药物缓释载体材料组成，其

中药物缓释载体材料起到搭载药物有

效成分和缓慢释放或者定点释放药物

有效成分的作用。实现药物缓释的方

法主要有控制药物溶出速度、控制药

物扩散速度、利用溶蚀作用、利用渗

透作用和采用离子交换法。以上方法

都能起到很好的控制药物释放速度，

从而实现缓释。根据药物缓释的方法

不同，结合不同载体材料就能开发出

不同类型的缓释制剂。与一般药物制

剂相比，缓释制剂具有能减少给药次

数、峰谷血药浓度波动小、减少药物

生物毒副作用和增强病人药物依从性

的优点。目前市场常见的缓释剂型有

骨架型缓释制剂、膜控缓释制剂、渗

透泵性缓释制剂和微丸型缓释制剂等。

2.1 骨架型缓释制剂

骨架型缓释制剂是指以一种或几

种高分子材料制成的骨架，在骨架上

搭载药物有效成分，再通过技术手段

制成不同形式的固体制剂。根据骨架

材料的不同，骨架型缓释制剂又可分

为亲水凝胶骨架制剂、难溶型缓释制

剂和溶蚀型骨架缓释制剂。

亲水凝胶骨架缓释制剂常用纤维

素衍生物、非纤维素多糖、多聚糖类、

丙烯酸聚合物和乙酸基聚合物等亲水

材料作为药物的屏障层，防止水向药

物内部渗透并且防止药物向外扩散，

其释药机制是药物扩散和骨架溶蚀的

协同作用 [3]。亲水凝胶骨架缓释制剂类

药物具有释药变异小、安全性高、人

体刺激性小、应用范围广和技术成熟

等特点 [4]。吡拉西坦亲水凝胶骨架缓释

片、白藜芦凝胶骨架缓释片和尼美舒

利亲水凝胶骨架缓释片等等都是目前

市场常见且应用成熟的亲水凝胶骨架

型缓释制剂药物。

难溶型骨架缓释制剂指以不溶于

水或水溶性极小的高分子聚合物为骨

架材料制成，其释药机制为孔道扩散，

药物经过难溶骨架的孔道进行扩散达

到释药的目的，药物释放后完整的骨

架随粪便排出。常用的不溶性骨架材

料有聚乙烯、聚氯乙烯、乙基纤维素

和聚硅氧烷等。难溶性骨架缓释制剂

具有释放速率稳定，释药完全的优势。

不溶型骨架制剂在通过肠道时经肠蠕

动崩解释放活性成分，即使少部分片

剂以完整形式穿过胃肠道，其中的活

性成分也均已释放。该类制剂能减小对

肠道的刺激性，可以将对肠道具有刺激

性的药物制成难溶型缓释制剂，减少由

于药物自身因素引起的副作用 [5]。常见

难溶型骨架缓释制剂有单硝酸异山梨

酯缓释片、非甾体抗炎药双氯芬酸钠

的缓释胶囊及其缓释片、布洛芬缓释

胶囊等。

溶蚀型缓释制剂指应用具有疏水

性的材料为骨架，制备搭载有效药物

成分的缓释制剂。该类缓释制剂的骨

架材料能被肠胃液溶蚀，随后骨架材

料分散为小颗粒而达到释药效果。常

用的溶蚀型骨架材料有硬脂醇、动物

脂肪、单硬脂酸甘油酯等，可延滞水 Ã【图 3】亲水凝胶骨架缓释药物溶蚀与扩散、溶出结合示意图

 Ã【图 4】不同剂量的硫酸吗啡缓释片（图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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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性药物的溶解、释放过程。溶蚀型

缓释制剂通过孔道扩散和骨架溶蚀实

现释药，溶蚀型缓释制剂的释药速率

主要取决于辅料溶蚀快慢，基本不受

药物溶解速率等其它理化因素影响，

而亲水凝胶骨架缓释制剂和难溶骨架

缓释制剂的药物释放速率受多因素影

响，所以溶蚀型缓释制剂发展前景更

加广阔 [6]。目前市场常见的溶蚀型缓释

片有硫酸吗啡缓释片、盐酸羟考酮控

释片等药物。

2.2 膜控缓释制剂

膜控型缓释制剂是根据药物有效

成分的自身特性和释药目标，选用成

膜材料和辅料作为包衣材料，应用包

衣技术制成的缓释制剂。膜控型缓释

制剂释药机理是药物成分两侧的膜在

液体环境中形成浓度差作为药物释放

的推动力，可以通过调节包衣膜实现

药物释放速度和释放行为的控制和调

节。膜控型缓释制剂可以增加药物制

剂的稳定性、改善药物外观增加辨识

度、减少刺激性药物在同一时间大量

释放对人体的刺激、控制药物有效成

分的释放速度和控制药物释放的部位

和时间等优点，因此膜控型缓释制剂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7]。目前市场中常

见的膜控型缓释制剂有膜控肠溶缓释

替米考星制剂、依托贝特膜控型胶囊

和膜控型格列吡嗪缓释微丸等。

2.3 渗透泵缓释制剂

渗透泵缓释制剂一般是由药物有

效成分、半透膜材料、渗透压活性物

质和推动剂共同组成。释释药机理为

助推层材料吸水膨胀，将药物从专门

的释药孔道中缓慢推出，实现均匀恒

速的缓释药物。按照渗透泵缓释制剂

的结构特点，可将其分为初级渗透泵、

多室渗透泵和微孔渗透泵三类。我国

科学家严志明和其团队在借鉴国外研

究的基础上研发了伊拉地平单室渗透

泵控释片，该药物具有持续 24 小时稳

定释药维持血压稳定，且药物制作工

艺简单，药物释放度好等优点。使得

该药在国内治疗高血压药品领域占据

大量市场，逐步减弱我国对国外药物

进口的依赖。另外，硝苯地平缓释片、

多沙唑嗪控释片和奥昔布宁控释片等

药物属于多室渗透泵控释制剂。盐酸

奥昔布宁微孔渗透泵控释片、苦参碱

单室微孔型渗透泵片和盐酸阿米替林

微孔渗透泵控释片都属于微孔渗透泵

控释制剂。

2.4 微丸型缓释制剂

微丸指直径在 0.5-1.5 mm 之间的

球形或者类球形的制剂。微丸可以用

来压片和制成胶囊，甚至可以做成其

它制剂。根据微丸的药物释放速度可

将其分为速效微丸和缓释微丸。例如

速效救心丸属于速效微丸，它能在进

入人体后迅速崩解，释放药物有效成

分，从而起到快速治疗突发疾病的效

果。缓释微丸是由丸芯、药物层、缓

释层和保护层构成的丸剂，其各组成

部分的功能如【图 7】所示。缓释微丸

的辅料决定其释药速率和释药部分，

选择合适得辅料，可以制得粒径均匀、

表面光滑且释药稳定的微丸制剂。辅

料的种类、用量和添加方式的不同， Ã【图 5】膜控型制剂的构造示意图（图源自文献 [5]）

 Ã【图 6】渗透泵缓释制剂的构造和释药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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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制得不同性能的缓释微丸 [8]。缓释

微丸相对于一般的口服制剂，具有良

好的流动性、较高的生物利用度和明

确的释药特征等优点，被越来越多的

研究者重点关注。目前市面常见的缓

释微丸制剂有盐酸拉贝诺尔时控缓释

微丸、泮托拉唑钠肠溶微丸和中药缓

控释微丸等。目前有关中药微丸制剂

的研究已有很多，主要集中在制备方

法、辅料选择及体外释放等方面，而

关于中药原料的性质，如粘性、流动性、

吸湿性等微丸成型性之间的关系及中

药微丸在体内的吸收特点的研究相对

较少，为了促进中药缓释微丸制剂的

发展，需要在这些方面加强研究。

2.5 其它类型缓释制剂

除了以上介绍的不同类型的缓释

药物，还有很多其它类型的缓释药物。

如定时缓释制剂、定点缓释制剂和多

重缓释制剂等等。定时缓释制剂指药

物在进入人体后，在特定的时间内释

放药物，如张倩等人研发的复方中药

舒胸缓释制剂，由片芯、时滞为 3 h 和

6 h 的定时控释片组合而成的缓释制

剂，能在体外 0、3、6 h 依次释药，实

现理化性质不同的各成分在不同时间

达到同步释放 [9]。定点缓释制剂指为

了延长药物在特定部位的滞留，从而

实现释放药物对病理部位的靶向治疗

和长效治疗。王家玉等进行载葛根素

的海藻酸镁胃内滞留释药系统的研究，

研究结果表明制得的载药固体分散体

胃漂浮微丸持续 9 h 有超过 95% 的漂

浮率 , 载药固体分散体微丸累积释放

在 5 h 达到 76% ～ 83%，延长药物在

胃靶向释放时长 , 起到更好的治疗

效果 [10]。现在有很多的缓释制剂并不

是采用单一的释放体系制备而成，而

是多种释放体系结合，相互之间弥补

不足，能有效提高制剂的有效性和安

全性。如许多药物可以做成骨架型缓

释制剂或膜控型缓控制剂，这些单一

控释制剂存在产品批次之间的药物释

放波动大，操作可控性相对较差等缺

点，而骨架－膜控双重缓释制剂可以

有效解决以上问题。

3. 缓释药物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及未来

发展趋势

我国现有规格不同的控缓释制剂

药品达数百种，包括片剂、胶囊、栓

剂、透皮贴片、药条、植入剂、粘膜

粘附剂及注射剂等多种剂型。缓释制

 Ã【图 7】缓释微丸的结构示意图（图源自网络）

 Ã【图 8】不同布洛芬制剂的静态崩解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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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特别适用于需长期用药的慢性疾病

患者，如心血管疾病、哮喘、风湿性

疾病等，也有利用缓释技术开发靶向

药定点治疗癌症等疑难杂症的研究。

缓释制剂已经在临床药品领域占据较

大市场份额。

缓释制剂具有很多优点，在疾病

治疗中应用也很广，但它也存在一些

不足。例如其生产工艺较普通制剂复

杂；单剂量价格通常高于普通制剂；

需较大剂量以实现长效作用，因此应

特别谨慎药物突然释放导致中毒；某

些类型制剂的胃肠道吸收易受各种胃

肠道生理或运动的影响；不能灵活调

节给药方案，如给药剂量和时间。所

以未来缓释制剂的研究热点将是以下

几点：优化制备工艺，降低缓释药物

成本。构建更加稳固的缓释药物体系，

增强缓释药物安全性。开发多重缓释

体系，在增加缓释制剂应对不同释药

环境的稳定性基础上，对多种疾病起

到协同治疗的效果。

尽管现在科技和医疗技术已经能

治愈大部分常见疾病，但还是需要提

醒大家，增强自身锻炼，养护好自己

的身体，让疾病无机可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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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年，苏联的一艘轻型潜艇到

北冰洋探测深海水文特征时发现了海雪

的壮丽景象。当时潜艇上的探照灯打到

黑漆漆的海面上，科考人员在舷窗外发

现了一幅奇妙的“雪景”：无数片“雪花”

纷纷扬扬地下个不停，甚至还能看到成

串成串的雪片在海水中飞舞。在飘扬飞

舞的“雪花”中，不时飘来一些造型奇

特的海蜇，有葵花状的，有皇冠状的……

它们在雪花中摇晃而过。有时也会游来

成群的鱼儿，对着“雪花”追逐嬉戏一阵，

然后就消失于茫茫“大雪”之中。这些

深海生物的交替登场，使奇妙的“雪”

景更加绚丽无比。

其实，深海雪景现象是一种丁达

尔效应。海雪是指海洋中肉眼可见的

固体聚集体（>0.5 mm），其成分复杂，

包括矿物碎片、细菌粘液、浮游植物

和浮游动物排泄物。在漆黑的深海，

潜艇的探照灯光就像黑暗房间里的一

束光，因此产生了丁达尔效应，固体

作者：李传福；Email：lc007f@126.com

你见过大海里下雪吗

 Ã【图 1】海雪（图片来自网络）

“假若我是一朵雪花，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飞扬，飞扬，飞扬……”，

诗人徐志摩在《雪花的快乐》中分享着下雪的时候喜悦的心情。在下雪的冬日里，纷纷扬扬的雪花总

能给人们带来许许多多美好的时光。然而，你知道大海里面也会下雪吗？

聚集体看起来像形态各异的白色雪花，

再加上絮状物和海水比重差不多，可

以随着海水飘飘荡荡，也就出现了雪

花飞舞的奇妙景观。海雪形成的主要

机制是物理凝结（粒子的碰撞和粘附）。

粒子碰撞的主要驱动力是海洋中的湍

流剪切。然而，粒子的碰撞附着力取

决于碰撞频率、粒子大小、粒子粘度等。

此外，许多微生物可以通过分泌具有

强粘性的胞外聚合物（EPS）来促进颗

粒的聚集和海雪的形成。海雪在海洋

中分布广泛，一般每升海水中的颗粒

丰度为0~100个，沉降速度为16~368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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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提供相对孤立的微环境，从周围海水中富集更多的微生物和化学物质，使得海洋生物群落和营养物质呈现的斑
点分布；
② 发挥纵向输送介质的作用，加速海洋中颗粒物的纵向输送；
③ 为浮游动物、鱼类等海洋生物提供重要的食物来源。海雪中大多数的有机物不能到达海底，而是在头 1000

米飘浮过程中，让微生物、浮游动物和其它滤食性动物消费掉。据此，海雪可以视为深海和底栖生态系统
的基础，因为阳光不能到达这里，深海生物重度依赖海雪作为能量来源。因而某方面来讲，人类近代大规
模的捕鱼活动，可能也会对深海生物造成意想不到的生态变化。海雪的产量随光合作用强度和洋流季节性地波
动，也就是说春天更大一些，因此一些深海动物的繁殖周期与此同步。

 Ã【图 2】海雪聚集体原位图像（图片来自网络）

 Ã【图 3】海雪在海洋碳泵中的核心作用（图片来自网络）

普通雪 海雪
主要成分 水 固态聚集物
形成机制 水汽凝华 物理凝结
主要形态 六方晶形 无规则

表 1 普通雪与海雪的比较

因为海雪上面附着有微生物群

落，所以目前已经得到了微生物学家

的重视。最近研究发现海雪所运输的

细菌可能和以前从海底分离出的细菌

进行基因交换。因此，在这样广大的

区域里也许存在尚未发现的适应高压、

低温的物种，能够应用于生物工程或

者制药工程。

在全球碳循环中，海雪的作用可

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温室效应。浮游

植物利用太阳能将二氧化碳固定在透

光区并产生颗粒有机碳 (POC)。在透光

区形成的 POC 被微生物、浮游动物及

其消费者加工成“海雪”，然后通过

浮游动物和鱼类的垂直下沉迁移输出

到中层（200-1000 米深度）和深海层。

输出通量被定义为表层（大约 100 米

深度）的沉积物，封存通量是中上层

带（大约 1000 米深度）的沉积物。一

部分 POC 被呼吸回海洋水柱深处的二

氧化碳，主要是通过异养微生物和浮

游动物，从而保持溶解无机碳 (DIC) 浓

度的垂直梯度。这种深海 DIC 通过温

海雪在海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归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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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Ã【图 4】絮状聚集体（图片来自微生物学报）

盐环流在千年时间尺度上返回大气。

1% 到 40% 的初级产品输入到透光带

之外，向中层带底部呈指数衰减，只

有大约 1% 的地表产品到达海底。

对海雪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其

形成、性质、生态和地球化学功能。

2010 年墨西哥湾“深水地平线”漏油

事件后，研究人员观测到大量含有原

油的海雪 [ 称为“海油雪”（MOS）]，

此后便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来探索海雪

与其他物质之间的联系。除原油外，

一些研究人员表明，海洋雪还可以与

无机金属元素和生物物质结合，影响

其原始状态，甚至将其转化为一些有

毒物质。这些研究使人们认识到海洋

雪在与海洋污染物相互作用中的重要

作用。然而，目前这些研究大多只关

注海雪对污染物的影响，而对海雪形

成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知之甚少。

对于海雪进一步深入地研究有利于

在不破坏海洋生态系统的同时，实现对

于大海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同时，利用 海雪进行碳资源存储或许能够成为实现 碳中和与碳达峰的重要策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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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昕哲；Email：847408890@qq.com

“浓朱衍丹唇，黄吻澜漫赤”，现

在大部分女性出门前，都有涂抹口红

的习惯。“给暗沉的岁月涂一抹口

红”，口红涂到了嘴唇外，把嘴唇抹

得一片鲜红，妙手写徽真，水剪双眸

点绛唇，好的口红颜色会给自己的颜

值增添不少色彩。北魏《齐民要术》

中记载，动物油脂中加入香料凝固，

用青蒿、朱砂调色，就可以做出色香

具佳的红色唇膏。唐朝时人们对唇膏

进行了改良：用不易腐坏的蜡替代动

物油脂；除了朱砂，也用紫草作为原料，

制作紫色的“口脂”。所以古代的“口

红”也有不同颜色可以挑选，只不过

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色号罢了。此后

由宋朝到明清，紫茉莉、蔷薇、玫瑰，

以及丁香、沉香等香料，纷纷加入了“口

脂豪华套餐”中。

 Â【图 1】古代口红的原料：青蒿，朱
砂，紫草，沉香（图片源自网络）

 Ã令人着迷的口红（图片源自网络）

口红究竟有何魅力 ? 探秘口红中的成分

口红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让众人如此痴迷呢？口红又是如何发挥功效的？生活中我们又怎么选择合适的唇部用品呢？

让我们走进口红的世界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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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红中的主要成分是蜡，油和着色剂。

蜡主要包括棕榈蜡、蜂蜡和蜜蜡。其中，棕榈蜡比其他蜡更能持久地散发和保持香味。其优点包括高质量的持久性和

较高的熔点。蜂蜡，又称黄蜡和蜂蜜蜡。蜂蜡是一种脂肪物质，由蜂群中年老工蜂腹部的四对蜡腺分泌。蜂蜡是工蜂腹部

四对蜡腺分泌的一种物质。其主要成分有：酸、游离脂肪酸、游离脂肪醇和碳水化合物。此外，还有类胡萝卜素、维生素 A、

芳香物质等 [1]。蜂蜡由于无刺激性，具有促进伤口愈合、止

痛和杀菌的特点，被广泛应用于许多护肤品中。在口红中加

入蜂蜡可以滋养和保护嘴唇。蜂蜡具有极佳的保湿效果，可

防止嘴唇水分流失，减少嘴唇干裂的发生。天然蜂蜡是从蜂

巢中煮出来的。它是可食用的，非常安全。它可供儿童和孕

妇使用 [2]。

口红中的油主要使用葡萄籽油、荷荷巴油、夏威夷核果油、矿物油等。矿物油中所含的石蜡油，俗称凡士林，是从石

油中提取的高分子碳氢化合物。凡士林有助于滋润肌肤。在口红的成分中，油的含量最大，约占 70%。油的质量将直接决

定口红的价格。

着色剂主要分为颜料和染料。颜料通常不溶于水和有机溶剂。这种颜料的附着力很差。使用时，需要研磨并分散在基

质中，并以其他方式固定。颜料按其结构可分为无机颜料和有机颜料。无机颜料主要包括氧化铁、氧化锌、炭黑和二氧化钛，

而有机颜料主要包括菁和偶氮颜料。颜料在塑料工业中常用作着色剂。一些用于绘画的矿物颜料属于无机颜料，如绘制《千

里江山图》所用的蓝铜矿和孔雀石。

染料是一种有机化合物，可以溶解在大多数溶剂中，并具有较好的附着力。例如，水溶性染料通常用于纺织印染行业。

区别四

唇膏和口红的成分不同。唇膏主要采用凡士林，蜡质等

制作而成的膏状护唇产品，属于护理类化妆品。口红中

除了唇膏的常见成分以外，还添加了着色剂，香精等成分。

区别一

唇膏和口红的颜色不同，唇膏的颜色通常都是无色的，

但也有变色唇膏，但无论其显什么颜色，色泽饱和度

都是比较清淡的，没有口红的饱和度高。

区别二

唇 膏 和 口 红 的 滋 润 程 度 不 同。唇膏的质地滑润

细腻，通常是比较粘稠的。而口红的质地通常

比较干硬。

区别三

唇膏和口红的功效不同。唇膏的主要功效是滋润唇部

肌肤，改善唇纹和唇部防晒等作用功效。口红主要是

为了给唇部上色，提高气色，让妆容更精致。

 Ã【图 3】β胡萝卜素的分子式（图片源自网络）

首先，我们要区别口红与唇膏。唇膏和口红都是常用的唇部产品，但是他们是有区别的。

 Ã【图6】夏威夷核果（图片源自网络） Ã【图 4】葡萄籽油  Ã【图 5】荷荷巴油

化学通讯

19



科普大赛

从来源上讲，着色剂可分为天然着色

剂和合成着色剂。天然色素来自动物、

植物、微生物和矿物。从植物中提取

花青素、姜黄素和胡萝卜素，从动物

中提取血红素、胭脂红、胆红素和紫

胶红，从微生物中提取红曲色素和核

黄素。合成色素来自化工产品。它们

是由萘、苯和甲苯等煤焦油成分通过

磺化、硝化、卤化和偶氮等有机反应

合成的 [3]。

为了提升口红的品质，颜色的光

泽，口红里面还会添加其他色素、重

金属和香精等成分。香精的使用是为

了掩盖口红原材料带来的不愉快的气

味，赋予口红淡雅清新的气味，主要

使用的玫瑰醇和酯类。影响口红的另

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是润肤剂，它有

保湿和舒缓皮肤的作用。一些口红可

以使嘴唇干燥，特别是那些在配方中

使用很少油的口红，但是润肤剂却可

以很好地使双唇保湿，这也改善了口红在嘴唇上的效果。可可脂，牛油树脂，维生素 E 和芦荟是一些常常使用的润肤剂。

综合来看，口红里并不是所有的化学成分都是无毒的。一般口红的重金属物质是有限量规定的，即使有害物质微乎其微，

长期使用也会对身体有害。所谓口红病，就是指因嘴唇涂口红而引起的一种化妆品过敏症，过敏者会出现嘴唇干裂、肿胀、

发痒、表皮剥落、轻微疼痛等现象，有时还会引起人们中毒。

 Ã【图 7】二氧化钛  Ã【图 8】氧化铁（图片源自网络）

 Ã【图 9】水溶性染料（图片源自网络）

 Ã【图 10】花青素的分子结构                   

 Â【图 11】姜黄素的分子结构（图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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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简单的技巧可以区分伪劣口红。如果口红表面

无光泽或不光滑且有毛孔，则为劣质产品。把口红放置在 44 ºC~46 ºC 的环境中，24 小时后软化，则为次品。在 0 ºC~5 ºC

放置 24 小时后，恢复至室温。如果有任何异常，也是劣质产品。除此之外，有一种简单易行的鉴别重金属含量的方法，用铂

金戒指试色：先用口红擦拭手背，然后用自己的白金戒指来回擦拭，擦拭时观察戒指上口红的颜色变化。因为铂元素对

口红中的金属元素非常敏感，如果擦拭部分的口红变黑，表明它含有铅。黑色越重，铅含量越高，购买时要小心。如

果没有戒指，也可以使用耳环、手镯、项链等白金首饰。铂的纯度越高，测试效果越好。不用担心口红中的铅会损坏

白金首饰，可以用纸巾擦拭白金首饰，然后用水冲洗 [4]。

买回来的的口红，外壳是最容易被灰尘细菌污染的地方。

我们可以用酒精来对口红的外壳进行消毒。70% 的酒精足以

杀死细菌，浓度越高，蒸发的可能性越小。用手握住口红，

将其浸入浓度为 70% 的酒精溶液中，停留几秒钟，即可去

除口红外壳表面的细菌。口红的自然风干还可以延长酒精的

接触时间，以便在干燥的同时进行消毒 [5]。

口红从古流传至今，它却是把双刃剑，只有对它认识得

更加深刻，才能更好地发挥出它应该有的功效，达到“朱唇

一点桃花殷，宿妆娇羞偏髻鬟”的效果。

口红可以改善我们的个人气质，让我们的外表更上一层楼，但使用时也要注意适度和安全。不要使用变质的口红。以

下情况表明口红已变质，应停止使用：

1. 口红有溢出液。口红储存不当，储存场所温度或湿度

过高，会导致口红质量差和溢出。

2. 超过产品保质期。一般来说，未开封口红的保质期为

三年，而未开封口红的保质期不到两年。因此，如果超过有

效期，即使口红没有异常，也应该停止使用。

3. 口红有油味。这种现象在高档口红中更为常见，它是

由酸败和氧化引起的。一般来说，一些高级口红会添加霍霍

巴油等天然成分，这些成分容易产生大量不饱和脂肪酸。当

发生酸败和氧化时，会出现油味。
 Ã【图 12】用于口红的各种色素（图片源自网络）

 Ã【图 13】有毒的重金属：铅（图片源自网络）

1. 如果没有很好地去除唇妆，口红中的色素成分很容易在唇部沉淀，随着时间的推移，唇色会变得更暗。

2. 部分产品重金属含量过高。我们会在不经意间将口红摄入体内，对身体造成累积伤害。

3. 为了掩盖某些成分的味道，会在口红中加入一些香精。在劣质口红中加入劣质香精，闻久了也会对身体有害。

4. 口红中的羊毛脂具有很强的吸附性，可将空气中的各种细菌吸附在唇部粘膜上，这些有害物质被带入口腔和人体。

5. 在紫外线照射下，口红中的人工色素和油脂可能转化为诱变剂，导致癌症。

长期使用口红的危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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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物质吸收的可见光波长与物质颜色的关系

吸收波长 /nm 被吸收光的颜色 观察到物质的颜色

400~435 紫 绿黄
435~480 蓝 黄
480~490 绿蓝 橙
490~500 蓝绿 红
500~560 绿 红紫
560~580 黄绿 紫
580~595 黄 蓝
595~605 橙 绿蓝
605~760 红 蓝绿

染料颜色从何而来
作者：孔维微；Email：1624365505@qq.com

一、为何可看到颜色

我们之所以能看到周围的物体，是因为有光的存在。我们平时接收到的太阳光属于自然光，它含有全波段的光，其中

波长为 400~760 nm 的属于可见光，也就是我们可以用肉眼看到的。但不同的物质吸收光的波段不一样，当其吸收的波长范

围落在可见光区时，物质就可以显示出颜色。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自古以来人们用颜色描述美景

的诗句不胜枚举，而关于颜色的成语更是数不胜数，如五彩斑斓、五颜六色、五彩缤纷等等。在现代生活中，颜

色的存在也让我们的生活更绚烂，选择更多样。同时，颜色也逐渐成为了潮流或时尚的一种象征，如前段时间极

为流行的克莱因蓝，以及作为品牌象征的蒂凡尼蓝。而颜色产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又为何可以看到颜色

呢？不同的染料为何颜色不同呢？

化学通讯

22



科普大赛

简单来说，物质的吸收的颜色与

观察到物质的颜色之间为互补色，当

二者混合时，则可得到白光。如当物

质吸收色为紫红色时，我们观察到的

颜色则为绿色。

二、不同染料颜色为何不同

我们前面说到不同的物质吸收光

的波长不同，因而可以呈现出不同的

颜色，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其吸

收波长不同呢？

1. 生色团和助色团

生色团指分子中含有不饱和的基

团，如碳碳双键、—NO2、—C=O 等，

它们常为 π 键共轭体系且吸电子能力

较强。助色团一般为含有孤对电子的

给电子基团，如—OH、—NH2、—X等 [1]，

它们本身不具有吸收波长产生颜色的能力，但可通过参与共轭体系的形成，影响物质的颜色。

2. 红移与蓝移

生色团常为π键共轭体系，当其被引入共轭体系后，可形成更大的共轭π键，从而降低 π → π* 跃迁的能级差 [2]。同时，

吸电子基团的诱导作用也可使 π 键电子云极化，缩小 π → π* 跃迁的能级差，这意味着电子跃迁需要吸收的能量更小、波长

更长，因此称之为“红移”。与之相对应的，若吸收波长为与可见光范围内，我们观察到的颜色会更深。

助色团一般含有孤对电子，当其被引入共轭体系后，可与共轭体系形成 p-π 共轭。此外，助色团的给电子作用可进一

步缩小 π → π* 跃迁的能级差，降低电子跃迁需要吸收的能量，从而使分子吸收峰红移，颜色加深。

与红移相对应的，若电子跃迁需要的能量更高、波长更短，就会出现“蓝移”，我们观察到的颜色会更浅。

三、生活中常见的染料

1. 栀子黄

栀子黄【图 2】色素 [3] 是从栀子

果实中提取中的一种色素，主要成分

是胡萝卜素类的 α-藏花素和藏花酸，

结构分别如【图 3】和【图 4】所示。

α- 藏花素主要结构含多个碳碳双键

和酯基，结构比较稳定，在 434 nm

处有最大吸收峰。藏花酸主要结构包

括碳碳双键和羧基，最大吸收波长为

463 nm[4]，对照表 1 可知此波段吸收蓝光，呈现出黄色。

2. 茜草红

我国自周朝以来就有用天然植物染料进行染色的记载 [5]，红色系天然染料在一些植物中大量存在，如从茜草可提取出

 Ã【图 1】可见光吸收与物质颜色之间的对应关系（图源自网络）

 Ã【图 4】藏花酸结构示意图 Ã【图 2】栀子黄

 Ã【图 3】α- 藏花素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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茜草红【图 5】，已广泛应用于棉、麻、蚕丝等天然纤维的

染色。茜草色素的主要成分为蒽醌类衍生物 [6]，其结构

如【图 6】所示，存在生色团—C=O 和助色团—OH，

最大吸收波长为 530 nm，对照表 1 可知此波段吸收绿光，

物质呈现红紫色。

3. 靛蓝

靛蓝【图 7】，也称靛青，可用蓼蓝以及菘蓝、木蓝、

马蓝等含有吲哚酸成分的植物叶子发酵制成。靛蓝是一种

具有三千多年的还原染料，宋应星《天工开物》中曾说“凡

蓝五种，皆可为靛”。它的结构如【图 8】所示，具有生

色团—C=O、碳碳双键和助色团—NH—，最大吸收波长为

620 nm，对照表 1 可知此波段吸收红光，呈现蓝绿色。

四、合成染料

随着化学工业水平的逐渐提高，人们获取染料的方式也逐渐从植物提取转变为工业合成，同时染料颜色的种类也更加

丰富多样。1856 年，英国化学家帕金在一次制备奎宁的实验中，将重铬酸钾加到从煤焦油中提取出的粗苯胺中，出乎意料

地得到了一种黑色粘稠物，以为实验失败了的帕金决定重新再来。但当其用酒精清洗试管时，却产生了色彩鲜艳的紫色溶

液。他将布片进入溶液中后，布片迅速被染成紫色，之后用肥皂洗或太阳曝晒都没有使其消褪。这种紫色物质，正是苯胺紫，

它的工业化生产标志着合成染料工业的开端。

目前，根据染料的化学结构或其特性基团，可将其分为偶氮染料、蒽醌染料、硫化染料、硝基和亚硝基染料。但正如

苯胺紫一样，大多数合成染料的工业生产中常涉及到重金属盐、芳香类毒性物质等。若处理不当常会造成重金属残留、水

体富营养化等问题。

因此，在合成染料的生产和应用过程中要做好染料废水的处理。目前已有的处理方法包括物理法，如活性炭吸附、膜

分离技术、磁分离技术；化学法，如电化学、化学氧化法；生物法，如真菌处理染料废水法、细菌处理染料废水法等 [7]。

随着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染料废水处理新方法和更为环保、低污染的染料合成方法投入应用。

 Ã【图 6】茜草色素的结构示意图 Ã【图 5】茜草红

 Ã【图 8】靛蓝结构示意图 Ã【图 7】靛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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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你知道酸碱指示剂是怎样来的吗？

故事要回到 300 多年前，英国年

轻科学家罗伯特·波义耳在化学实验中

偶然捕捉到这一奇特的实验现象，一

天清晨正在做实验的波义耳在倾倒盐

酸时，其中大量白雾与少量试液酸沫

飞溅到放置在旁边的紫罗兰鲜花上，

随后他用水冲洗，发现颜色变红。波

义耳及时捕捉到这一新奇的现象，并

猜测可能是盐酸使紫罗兰颜色变红色。

为进一步验证猜想，他将剩下的花放

入其他稀酸中发现结果完全相同，紫

罗兰都变为红色。由此他推断，不仅

盐酸而且其他各种酸都能使紫罗兰变

为红色。

偶然的发现激发了科学家的探求

欲望，他还采集牵牛花、苔藓、草药

等植物并提取汁液，将它们滴加在不

同酸碱溶液中，结果发现在酸碱环境

不同的情况下呈现出的颜色也不同，

尤其是从石蕊苔藓中提取的紫色汁液。

酸能使它变红，碱能使它变蓝，这就

是最早的石蕊试液。为方便使用，波

义耳将其烘干制成试纸，从试纸上可

直观颜色变化。目前我们使用的石蕊

试纸、酚酞试纸等不同种类的试纸都

是根据波义耳的发现原理制作而成的。

二、常见指示剂——酚酞

指示剂有酸碱指示剂、氧化还原

指示剂、金属指示剂、吸附指示剂等。

在一定介质条件下，其颜色能发生变

化、能产生浑浊或沉淀，以及有荧光

现象等。常用它检验溶液的酸碱性；

滴定分析中用来指示滴定终点；环境

检测中检验有害物。

指示剂大多都是有机弱酸或弱碱，

它们可以电离，溶液酸碱性会影响其

电离平衡，进而导致不同酸碱性下主

要存在结构形式不同，颜色亦有变化。

常用的指示剂主要分为四类：硝基酚

作者：毛鑫博；Email：1539328264@qq.com

“魔法审判员”——酸碱指示剂

 Ã【图 1】酸碱指示剂（图源自网络）

在学习“酸碱中和反应”时，老师经常会向学生展示一个科学小魔术——向空杯子中不断加“水”，杯中水的颜色由

无色变为红色再回到无色。很多学生很好奇其中的缘由，其实这种典型的小魔术需要一点化学知识就能解释其变化现象。

若你曾经把醋加进紫色的卷心菜汁里，观察颜色由紫色变红色，若再加些小苏打把红色卷心菜汁变为绿色，那么你就体验

过指示剂的奇妙了。简单地说，跟酸或碱的溶液起作用而显示不同颜色的物质，叫酸碱指示剂。下面我们一起探索一下酸

碱指示剂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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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酚酞类、磺代酚酞类、偶氮化合

物类。这里我们重点说说酚酞类的指

示剂，它包括酚酞、百里酚酞等等。

酚酞分子式是 C20H14O4，相对分子

质量为 318.33，是白色或微带黄色的

结晶粉末。几乎不溶于水，但溶于乙

醇和乙醚、苛性碱溶液或碱金属碳酸

盐溶液等，由于它结构与苯酚相似，

化学性质也就相似。酚酞首次合成是

在 1871 年阿道夫·冯·拜尔发现的——

由邻苯二甲酸酐与刚作为防腐剂的苯

酚在浓硫酸加热的情况下缩合制取的，

它在酸性溶液中无色，在碱性溶液中

呈现鲜艳的粉红色。

在选择酚酞作为指示剂时，要注

意它本身的变色范围：当 pH ＜ 8.2 时

呈现无色的内酯式结构；当 pH 在

8.2-10.0 之间，酚酞为红色的醌式结构。

由于酚酞的醌式或醌式酸盐在碱性介

质中很不稳定，当遇到较浓的碱液，

会转变成无色的羧酸盐式。所以若用

酚酞指试剂测强碱时，会发现颜色从

开始变红，很快红色褪去变成无色。

若将酚酞滴入浓硫酸溶液中也会发生

变色现象，这是由于强酸的催化使得

酚酞中酯基和指示剂溶剂乙醇中的羟

基发生酯交换反应，分子发生重排，

形成醌式共轭体系结构，加强了吸电

子性，其中的 π 电子的流动性降低，

吸收光谱发生红移，最终导致颜色变

化。上面所说的水变成“酒”的魔术

原理也就是如此了。

三、不简单的“酸碱审判员”

酸碱指示剂不仅仅运用于实验室

中，它在生活中也可用来检测洗发水、

化妆品中的酸碱性；还可检测是否是

酸雨等等。近年来，在一些食品包装

袋上也风靡一种特殊的形式——气体

指示智能标签，它可用来监测食品中

微生物代谢情况以及是否产生二氧化

碳或挥发性胺等气体，通过颜色变化

的呈现显示食品的新鲜程度，从而帮

助我们判断。不新鲜或变质的水产品

与肉类产品在腐败过程中产生的挥发

性含氮化合物会使包装中气体酸碱性

发生变化的原理，以甲基纤维素和聚

乙二醇 -6000 为基材，通过添加溴甲酚

紫、溴百里酚蓝等酸碱指示剂溶液制

得六种新鲜度指示标签，检测其在不

同质量浓度 NH3 环境中的显色情况，

并设计一种非接触式包装，以期有效

避免指示标签对猪肉样品的污染，考

察其用于实时监测瘦猪肉新鲜度的可

行性。若 TVB-N 值升高证明肉产品变

质，因此，TVB-N 已经被作为食品品

质的常规检测指标，用于食品理化检

测。由于挥发性含氮化合物一般呈碱

性，对 pH 影响较大，因此也可选择采

用 pH 指示剂来检测食品中的挥发性含

氮化合物。

由此可见，科学史上很多的发明

都是从普通现象中发展得来，这也是

 Ã【图 2】酚酞制取方程式（图源自网络）

 Ã【图 3】酚酞在酸碱中的结构变化（图源自网络）

 Ã【图 4】食品指示标签来监测其品质（图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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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断观察与研究的结果。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那些看似简单的原理

被应用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为社会生

产力发展和人类的文明开辟出更为广

阔的空间。

1. 发现

由于钒化合物都具有美丽的颜色【图 3】，因此以北欧神话中的女神芙蕾雅

的别名凡纳迪斯（Vanadis）将其命名为 Vanadium[1]，中文按照译音命名为钒。其

化合物之所以五彩缤纷，是因为 V 有四种化合价：+2,+3,+4,+5，而且它很容易相

互转换。在水溶液中会形成各种价态、不同颜色的金属离子水合物：[V(H2O)6]
2+，

[V(H2O)6]
3+，[VO(H2O)5]

2+，VO3
-【图 4】。果然，变色龙—“人如其名”。

不平“钒”的变色龙
作者：王采怡；E-mail：w15293970879@163.com.

 Ã【图 2】钒矿石（源自网络）

 Ã【图 1】钒（源自网络）

钒是一种金属元素，具有银灰色金属光泽【图 1】，元素符号为 V，位

于元素周期表第四周期、第 VB 族，原子序数 23，原子量 50.9414，

晶胞为体心立方晶体。作为金属的钒性质较活泼，不同的价态、不

同的化合物，有着美丽而多变的色彩，即使封印在钒铅矿中，也藏不住它的美，

反而让钒铅矿美艳动人，其颜色鲜艳，光泽明亮，具有很高的观赏和收藏价值

【图 2】。空气中的钒会被一层美丽的氧化物膜覆盖使金属具有异常绚丽的外观。

钒元素及其性能都不平凡，自被发现以来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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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Ã【图 4】钒离子水合物（来源网络） 

钒是经历了“两次发现”后才被大家公认的。1801 年，西班牙 - 墨西哥矿物

学家德里奥（Del Rio，Andres Manuel）在当地研究一种“棕铅矿”（即钒铅矿）

时，他从这种矿石中提取出来各种不同颜色的盐类，这些颜色都是之前未曾见

过的，盐类经加热处理后变成了红色，他认为其中含有一种新元素，并称之为“全

色”。因此德里奥首先发现了钒元素，但因为当时有人认为这只是被污染的铬矿物。

不自信的德里奥接受了别人的意见，放弃了公布新元素的发现。之后瑞典化学家

赛弗斯特姆（Nils Gabriel Sefstrom）于 1830 年在研究铁矿石时，重新发现了这种

新元素，并命名为钒 [2]。同年，维勒发现这个新元素就是之前德里奥发现的元素，

有人提出应该以德里奥来命名新元素，不过没有被采纳。德里奥依然被认为是钒

元素的首位发现者，但依然采用赛弗斯特姆的命名，因此，人们公认钒元素的发

现时 1830 年。

赛弗斯特姆的导师是化学家贝采尼乌斯（J.J.Berzelius），他和赛弗斯特姆对

这一新元素进行了研究。然而，他们只是对钒化合物的特性进行了研究。而单质

钒的制备是 30 多年后罗斯科（H.Roscoe）完成的。

2. 分布

虽然钒被称为稀有元素，但其在自然界分布极广。自然界存在两种钒的稳

定同位素，50V 和 51V，其中 51V 的含量占 99.76%。钒元素在地壳中含量位于第

21 位，丰度大约 130 ppm。钒是海水中第 2 丰富的过渡金属元素，含量仅低于钼。

海水和淡水中的钒浓度约为 30 nmol·L-1。由于 V3+ 的离子半径（0.061 nm）与

Fe3+（0.063 nm）相近，因此钒在自然界中以类质同象的形式广泛赋存于含铁

矿物中。钒资源的开发与利成用以钒钛磁铁矿为主，我国也是钒的第一生产大

国和消费大国 [2]。除此之外，中国的钒资源分布还来自于沉积型钒矿资源，这是我

国特有的一种低品位含钒资源。是指赋存于富有机质（TOC> 5%）和还原硫（TS> 1%）

的黑色碳质页岩中，通过沉积成矿作用形成于陆内和大陆边缘的海相缺氧环境下

的钒矿床，常与 Ni、Mo、U、P、S、Au、Ag、Ba 等元素相伴而生。此外，钒也

存在于人体和动物体当中，红薯、土豆、山药、芋头等食物中也含有丰富的钒。

 Ã【图 3】钒化合物（来源网络）

3. 钒的毒性

金属钒的毒性很低，但钒化合物

属于高毒和中等毒范围，随着钒的化

合价的升高，钒的毒性增强。5 价钒的

毒性比 3 价钒的毒性大 3-5 倍，其中五

氧化二钒的毒性最大。有实验证明，

EDTA 可以抑制胃肠道对钒的吸收，从

而阻止钒的毒性作用，元素周期表中

与 V 相比邻的 Sc、Ti、Nb 等元素对

V 的毒性有拮据作用 [3]。

4. 应用

4.1 钒合金

美国亨利·福特一世曾说过“如果

没有钒，就不会有汽车。” 由于极少

量的钒就能极大地改善钢的性能，显

著提高合金的塑性、延展性、柔韧性

与强度，人们对此有一个很形象的评

价—“金属维生素”。因此，在汽车、

航空、铁路、电子技术、国防等部门

均有钒的踪迹，我们生活中常用的扳

手中就添加了钒。我国约 90% 的钒都

用于钢铁工业，相比普通热轧钢筋，

利用钒对钢进行合金化不仅可以大大

改善钢材性能，并且可以节约钢材消

耗与煤炭消耗，减少碳排放。这对钒

钢发展与降碳具有不可忽视的推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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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但是钒钢并不是在钢里面加入纯金属钒，而是直接将含有钒的铁矿石冶炼而

来。最初钒大多应用于钢铁，后来人们逐渐发现了钒在钛合金中的优良改良性能，

使得钛合金具有重量轻、耐冲击等性能，是航空航天领域中的高级材料。

4.2 钒电池

钒电池（全钒氧化还原液流电池）最直接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结构：它是由两

个溶液罐（使用 +4 价和 +3 价两种钒离子的电解液）和一张交换膜组成【图 5】。

在电池充电时，正极罐中的 +4 价钒离子失去电子变成 +5 价，电子通过交换膜进

入负极罐中，将其中的 +3 价钒离子还原为 +2 价。当电池放电时，发生的就是上

述反应的逆反应。

钒电池是一种优秀的绿色环保蓄电池。钒电池的充放电机理是一个可逆过程，

相比市场中锂电池而言其寿命更长，因此钒电池具有容量更大、更安全环保、循

环寿命更长、能量转换效率高等优势。其应用领域十分广阔，可用作大厦、机场

等的备用电源，用作太阳能等清洁发电系统的配套储能装置和电网调峰等 [4]。钒

电池的劣势就在于其能量密度较低，因此设备体积一般较大；其工作环境限制最

高 45 ºC，而电解液反应就会放热，很容易高于 45 ºC，正极溶液中就会析出沉淀

物堵塞流道，影响正常工作，最终使其报废；离子交换膜技术尚未成熟，很多时

候钒电池需要专业人士定期维护，这意味着钒电池的发展存在各种难题。

近年来由于锂电池的市场需求大幅增长，其价格也迅速上涨，相比于掏钱四

处寻找锂电池原料供应原料，中国本身的钒电池原料供应充足，使用方便。此外，

钒电池近年来在技术上接连取得突破，大连化物所、中科院通过与地方企业合

作，接连攻克了电解液、系统集成等诸多关键技术难题，大连化物所通过开发可

焊接多孔离子传导膜，使得电堆膜材料的使用面积下降 30%、电堆的总成本下降

 Ã【图 5】钒电池原理（来源网络）

40%。在科学家与技术人员的艰苦奋斗

下，钒电池正在突破一个又一个难关，

大规模使用指日可待。2020 年，全钒

液流电池项目已相继在我国新疆、福

建、辽宁等地区落地投运。一旦形成

大规模应用后，钒电池的成本便有望

降低，这样便能进一步推动钒电池发

展。原料充足、技术难关攻克、成本

有望下降，为钒电池发展扫除了许多

障碍。

4.3 钒的生物学作用

虽然钒有毒性，但是钒作为人体

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具有一定的生

物学活性。我们每天摄入的食物中也

含有极少量的钒，人体会吸收其中很

少的一部分，其它的都会排出体外。

适量的钒对哺乳动物的造血功能、对

骨骼和牙齿的生长和矿化有一定的积

极作用；与利尿剂相似，可以调节肾

功能；可以抑制体内胆固醇的合成、

促进脂质代谢，降低血压；具有类胰

岛素效应，有降血糖的作用 [5]；钒通

过维持体内微量元素的生理平衡，从

而起到抗癌的作用。当体内钒缺乏时，

会影响生长发育，可能会引起贫血、

冠心病以及糖尿病等疾病 [6]。切记，不

可以自己私自摄入钒。此外，吸烟会

影响人体对钒的吸收，所以处于发育

期的儿童青少年应避免吸烟。

5. 总结

钒的两次发现就预示着它的不平

凡，这也为我们展示了选择与坚持的

重要性。钒作为一种人体必需的微量

元素在工业、能源和医药领域发挥着

它的作用，拥有众多昵称的它在各个

领域都做到了发光发热，作为女神元

素一直在为我们的生活兢兢业业地服

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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铯的发现史

任何在高中上过化学实验课的人都应该熟悉“本生灯”。事实上，本生最

具里程碑意义的贡献是与基尔霍夫一起发明了光谱仪，使每种元素的独特谱线

成为一张“ID 卡”。

1860 年，德国化学家本生和物理学家基尔霍夫用分光镜进行光谱分析时

发现了铯元素。他们发现在分离了迪尔凯姆矿泉水中的钙、锶、镁和钾后，取

出一滴溶液并蒸发便可以观察到两条明显的蓝线彼此靠近。于是两位科学家察

觉这可能是一种新元素，并将这一重大发现报告给了柏林科学院。由于光谱线

的颜色为天蓝色，所以他们建议根据按拉丁文 caesius（天蓝色）为铯命名。

他们的这一发现导致了新一轮的元素大发现和星际化学的诞生 [1]。

铯的性质

铯是 55 号元素，元素符号为 Cs，原子量为 132.90543。铯的外观呈金黄色，

质地柔软，铯的熔点是所有已知金属中最低的，在 28.4 ºC 时就能熔化。目前

已知铯同位素有 40 种，原子量从 112 到 151 不等，其中 133Cs 是唯一的稳定元素，

长“眼睛”的金属铯
作者：孔重娟；Email：2469863397@qq.com

 Ã【图 1】德国化学家罗伯特·威廉·本
生和物理学家古斯塔夫·罗伯特·基尔霍
夫（图源自于网络）

摘要：金属“铯”不仅长有“眼睛”，而且还是一对有洞察力的“千里眼”。为什么说金属长眼睛呢？原来是因为铯作

为一种典型的碱金属元素，它的晶体具有高度活跃的自由电子，这使得它具有优异的光电性能。当它与光接触时，电子

就会获得能量从金属表面逃逸并产生光电效应。在酒店或大厅的自动开关门上安装铯制成的真空光电管时，如果有

光，光电效应产生的电流将通过某个装置产生的电流将大门关闭。当有人来时挡住光线，光电效应消失，电路断开，门

就会自动打开。如果将铯制成的瞄准望远镜安装在步枪上，它可以发射肉眼看不见的红外线。红外线到达目标后被反射，

可用于显示目标图像和计算距离。因此，即使在黑暗中，一名优秀的狙击手仍然可以从远处射击目标。帮助他瞄准目标

的正是这长“眼睛”金属“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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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放射性同位素中半衰期最长的是 135Cs，约 2.3×106 年，排在第二位的是 137Cs，半衰期为 30.2 年，134Cs 的半衰期仅为 2.1 年。

其他放射性铯同位素的半衰期均低于 2 周，而绝大部分在 1 小时以下。铯化学性质非常活泼，与氧气接触 1 分钟左右，

就会出现深紫红色的火焰，主要产物是超氧化铯。被投入水，会与水剧烈反应，放出氢气且爆炸。这种金属没有放射性，

但属于危险化学品。一克高纯度可以卖到 1000 元以上。1 小试管的铯就价值不菲。为了保存它，人们只能将其储存在

煤油或硼酸硅制成的安瓿中，并用氩气、氦气和其他稀有气体作为保护气体。

铯的重要用途

星空浩瀚，大地章动，四季更迭，植被凋零繁茂。自从人类意识觉醒以来，“时间”随之而来。从公元前 2 世纪

的日晷到原子钟，反映了人类在探索大自然奥秘的过程中所展现的超然智慧。铯原子钟利用铯原子吸收或释放能量时

发出的电磁波。由于辐射电磁波的周期非常稳定，并且使用了一系列精密仪器对其进行控制，因此原子钟的计时非常

精确。运行 370 万年的走时误差不超过 1 秒，用它可以测量几十亿分之一秒的时间，其在交通运输，航空航天等领域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研发就用到了此项技术 [2-3]。

铯有 16种核素，其中铯 137（137Cs）

是铯核素中放射性最高的核素。它是

铀 235 的裂变产物，可辐射 β射线和 α、

X 射线，广泛应用于工业、军事和医

学科研领域。但是 137Cs 对机体有破

坏作用，它进入人体后，主要停留于

骨骼和肌肉组织中，会导致软组织肿

瘤或癌症，如甲状腺癌、乳腺癌、卵

巢癌、胆管癌等 [4-5]。所以我们要尽

量远离辐射源，防止放射性核素进入体内，对人体造成伤害。

但是近年来研究者们发现，铯化合物可以用于治疗休克和白喉。铯可以在液体中分离 DNA( 脱氧核糖核酸 )。铯盐还

可用做治疗癫痫的催眠剂和镇静剂 [6]。氯化铯对于治疗食道癌、直肠癌等疾病有显著的效果 [7]。

以杂多酸铯盐为代表的催化剂在化工领域的作用也不言而喻。铯盐作为一种优秀的催化剂，其性能优越，尤其是

以杂多酸为代表的铯盐可视为绿色催化剂。在有机反应的气相转换中较多地使用到了杂多酸铯盐。在该种铯盐中，杂

多酸中 H+ 离子被 Cs+ 替代，且杂多酸盐的结构并未发生变化，但性能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其热稳定性、耐水性均大幅

提高 [7]。

铯资源的分布于展望

从全球铯资源的分布来看，几十年来，目前发现的最大的铯榴石矿是加拿大的 Bernic 湖伟晶岩矿，拥有 120000t

铯榴石，Cs2O 含量达 23.3%。

 Ã【图 2】金属铯（左）保存在煤油中的铯（中）在氧气中燃烧的铯（右）（图源自于哔哩哔哩）

 Ã【图 3】日晷、铯原子钟（图源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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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Ã【图 4】美国和中国铯资源主要消费领域（图源自于中国知网 [8]）

在津巴布韦、澳大利亚、纳米比亚、巴西、印度、德国、瑞士、中国等国家也有一些丰富的铯矿藏，但主要来源

仍不明。目前中国的铯矿资源分布主要集中于江西宜春、四川康定、西藏扎布耶茶卡、新疆阿尔泰可可托海和青海茶

卡盐湖等地方，但品次较低。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在开发利用程度和二次回收利用方面也较为落后，且主要应用于

传统领域行业。而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发达国家，铯在高科技领域应用较多，70% 的铯用于高新技术的发展。目前，

美国已经形成了完整而完善的铯产业链 [8]。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是系统研究铯资源的路径，将铯列为最前沿的新材料，

并促进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因为从长远来看，铯在通信、能源、化工、环保和深钻五大领域的需求还会不断增加。

所以要加快完善铯产业链协调，依托企业和资源优势建设铯新材料产业基地。加强应用技术研发，提高铯资源应用开

发的内部竞争力，建立国家铯产业技术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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铑的发现

在 1803 年英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

威廉·海德·沃拉斯顿通过溶解、沉淀和

过滤等一系列操作提取出一种红色溶

液，并在蒸发和分析后首次获得铑这

种金属。在化学元素周期表中，钌 (Ru)、

铑 (Rh)、钯 (Pd)、锇 (Os)、铱 (Ir)、铂

(Pt) 称为铂系金属。铑（Rh），原子

序数 45，原子量 102.9055，希腊文是

Rhodium，意为“玫瑰”。铑的沸点为

3695 ºC，密度为 12.41g·cm-3。

铑的用途

铑具有催化活性高，抗氧化、耐

腐蚀性强的特点，在航空航天、玻璃

纤维、电气工业珠宝首饰表面的制造

等多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大多数贵金属作为催化剂时，可以

起到使反应正向移动的作用，铑也是

其中一种。铑的价电子排布为 4d85s1，

可以看出其 d 电子轨道是未充满的状

态，因此 铑具有高的反应活性高，可

以形成一种高活性的反应中间体，从

而促进反应的进程。再加上，铑本身

就是一种耐高温、不易分解和耐氧化

的物质，被广泛应用于催化领域。

比如，在医药领域，铑可以催化

合成 1，2，3- 三唑这类的杂环化合物。

杂环化合物也己被广泛用于各种领域，

比如可以作为某些医药中间体，参与

含硫化合物的生成。最近新合成的双

核铑 ( Ⅱ ) 的羧酸盐配合物对于肉瘤

180、艾氏腹水瘤、P388 白血病等有强

的抑制活性 [1]。全数字化钼铑双靶 X 

线摄影已经成为了诊断早期乳腺癌的

首选方法，与常规的 B 超、CT 以及红

外线等诊断方法相比，此方法技术成

熟、安全方便、诊断率高。这项技术

对于提高乳腺癌患者的生存率至关

重要 [2]。

铂族金属最为催化剂对汽车尾气

的处理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60%

以上的铂族都用于汽车尾气的处理，

价格赛过黄金的元素——铑
作者：孔重娟；Email：2469863397@qq.com

摘要：铑俗称“黑金”，是铂族金属中资源量及产量最少的那一个，在地壳中的含量仅有十亿分之一，大多分散在不同

的矿石中，很少聚集在一起。所以物以稀为贵，论身价，铑的身价可一点也不比黄金低。据报道，2021年贵金属铑的人

民币标价，曾是黄金价格的10 倍、铂金的19 倍，那么是谁发现了这么贵重的金属呢？

 Ã【图 1】威廉 • 海德 • 沃拉斯顿（WilliamHydeWollaston）（左）铑（右）(图源
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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铑作为三元催化剂的活性成分，热稳

定性和催化性能都很好，它可以将尾

气中的 CO、未燃尽的 CHx 及 NOx 转

变为无毒的 CO2、H2O 和 N2。全球汽

车尾气催化剂年消费的铂族金属铑就

占了 95%-98%。不过铑的提取工艺困

难重重，导致汽车尾气处理成本很高。

所以比起使用铑单质，工业上更多是将

铑的配合物投入这些应用中 [4]。

贵金属在石化工业中的应用占全球

贵金属产量的一大部分，并且每年的使

用量还在不断增加。在石油化工生产中，

使用贵金属催化剂不仅能够改变反应的

速率，对反应本生也不会产生影响，所

以铑、铂和钯等被广泛应用为炼油工业

反应釜的催化剂。传统的玻璃纤维拉丝

漏板坩埚必须采用铂铑合金。通常，在

铂中加入10%的铑以增加其强度。此外，

在航空航天领域，在铂合金中加入少量

的铑或钌可以大大延长火花塞电极的使

用寿命 [1]。

金、银、铂、钯、铑、铱、锇、钌，

这八种金属被称为贵金属。将金、银、

铑等贵金属镀覆在首饰表面可以改善

其颜色和耐蚀性，使其具有更好的光

泽感和装饰性。铑的化学性质稳定，

耐磨且有着特殊的纹理与光泽，既可

以单独制作为首饰也可镀于其它金属

表面，所做成的饰品，有着其它金属

不可比拟的外观。目前市场上热销的

18K 白色金合金金首饰，生产厂家通

常在表面电镀一层铑，从而提高金饰

品的美观与耐磨性，并能有效避免金

属变色 [5]。

“铑”有所“铱”

铂族金属元素相对于其它金属元

素来讲其耐氧化能力都比较强，其中

包括钌、铱和锇三种金属可以满足使

用在 2000 ºC 以上的温度。但是锇和

钌性脆，易氧化和蒸发，所以熔点为

2446 ºC 的铱由于其优异的耐热、抗氧

化性和化学稳定的特性，最适于作为

热电偶材料。铑的熔点为 1963 ºC，铱

与铑的晶体结构均为立方面心，而且

二者的晶体常数也极为相似，在高温

下可以形成连续固溶体。在高频氦气

做保护时向铱中加入铑可以形成铱铑

合金，其高温抗氧化能力比铱本生还

要强。所以铱铑合金是超高温条件下

应用的理想材料，可用于制造热电偶，

温度的上限取决于合金中的铑含量 [6]。

铑的价格

在我国铂系资源比较缺乏，储量

仅约占全球 0.4％，而且铂族金属通常

与铜、铁、铝、铅、锌、镍等共伴生。

铑在地壳中的含量极低，其质量分数

仅为 0.001×10-6，主要产地在俄罗斯

和南非。由于自然资源有限，铑的二

次回收已成为获取铑的主要途径。目

前，铑的获取途径主要是从失效的铑

催化剂、含铑有机废液中提取。然而，

铑的一次性溶解技术难以突破，溶解

速率低，产液不完全，导致铑的回收

率低。自然资源的匮乏以及开采和回

收过程的复杂性导致铑的价格居高不

下。

然而，由于人类社会的存在、全

球经济活动的存在和科学技术的飞速

发展，铑在某些应用领域仍然没有合

适的替代金属。因此，铑资源的开发、

保护和回收显得尤为重要。
 Ã【图 3】镀铑首饰（图源自于网络）

 Ã【图 2】铑催化的 1，2，3- 三唑的合成（图源自于中国知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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铑的二次回收与保护

在我国铑的获得，除了在二次资

源的回收和再生过程中获得的有限铑

外，其余全部都依赖进口 [8]。目前，铑

的分离回收主要是通过沉淀分离、金

属置换、吸附分离、萃取、电解等方

法对含铑废催化剂、电镀废液、废渣

等废物进行二次分离回收。然而，我

国铑的二次回收技术存在工艺条件苛

刻、毒性大、回收率低等问题。因此，

应充分开展金属的再生和回收，加快

铑等贵金属二次回收技术的改进，开

发无毒、无害、回收率高、操作简单

的技术是当前的当务之急。

 Ã【图 4】2022 年 7 月 1 号铑价格参考行情（上）2022 年 7 月 2 日国内 95 黄金价格行
情参考（图源自于长江有色金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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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属锂的发现

锂元素是由伟大化学家贝采里

乌 斯（Jons Jakob Berzelius） 的 得

意门生——瑞典科学家阿尔费特逊

（Arfvedson J.A.）于 1817 年发现。有

一天，阿尔费特逊的一位朋友给他捎

来了一块石头，阿尔费特逊被这块看

似普通但又充满魔力的石头吸引住了，

于是他将其研碎并进行了分析，经过

分析发现这块石头中除了含有 80% 的

氧化硅、17% 的矾土外，剩下 3% 不知

名的成分，几经分析最终发现这是一

种碱金属，并肯定这是一种新的元素，

他的老师贝采里乌斯将其命名为“锂”，

因为是从岩石中发现的，所以明明是

金属却拥有意为岩石的名字 [2]。

锂元素就这样被发现了，但是要

制取纯的金属锂并不容易，阿尔费特

逊想要通过铁和炭还原锂的氧化物来

制得纯的锂，未能成功，后面想到用

电力去分解锂盐，但是因为电力不足

而告终。直到 1885 年，德国化学家

本生（R.W.Robert Wilhelm Bunsen）

通过电 解 熔 融 的 氯 化 锂 制 得 了 游

离态的锂。

最轻的金属元素——锂
作者：张永婷；Email：1947364254@qq.com

 Á【图 1】煤油中的锂（图源自网络）

 Ã【图 2】贝采利乌斯（左）阿尔费特逊（右）（图源自网络）

距离现在 138 亿年前，宇宙在一次“大爆炸”中诞生了，与其几乎同时

诞生的，还有锂 (Li) 这个金属元素 [1]。说起金属给人的刻板印象应该是比较

“重”的，但是这种金属不仅在元素周期中它属最轻，甚至放之宇宙也是最轻，

它就是元素周期表中的第一种金属元素——锂（lithium），原子序数 3，原

子量 6.941，元素名来源于希腊文，原意是“岩石”，但是它比岩石可轻太多了，

密度只有 0.534 克每立方厘米，比煤油还要轻，更不用和“岩石”比了，它

是最轻的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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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属锂在能源领域的应用

意大利科学家伏打 (Volta) 在二百年

前打开了电池领域的大门，发明了世界
上第一块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电池——伏
打电池之后，紧接着在 1895 年，法国科
学家普兰特 (Plante) 发明出用铅做电极
的电池，当这种电池使用一段时间后
电压下降时，给它通反向电流，就可
使电压回升，简单一点说就是能充电，
可反复使用，所以被称为“蓄电池”，
这是世界上第一块可充电的电池。进
入 20 世纪中期，碱性锌锰干电池、燃
料电池相继被成功开发，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锂电池才研制成功，虽然中间
出了点小插曲，锂二次电池因为安全
性问题等原因，未能推广发展，甚至
处于停顿状态，但是这并不影响它后
来成为电池领域的王者，1991 年，发
生了电池产业史上的又一次巨大革命，
日本索尼公司推出了第一块商业锂电
池 [3]。锂电池的研发成功，让电池领
域进入了新的时代，距今电池已经诞
生两百多年了，电池的发展仍在继续。
那它到底是凭什么一跃成为电池领域
的王者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元素周期表一众金属元素中，

锂的原子量最小 (6.94)，密度也是最小 

(0.53 g/cm3 ，20 ºC)、化学性质活泼，
极易失去电子被氧化为 Li+，因此电极
电位最负 (-3.045 V)，电化学当量最小
(0.26 g/Ah)，这些特点决定了它具有极
高的比能量，因此和铅酸蓄电池相比，
锂电池在质量和体积比能量方面均要
高出三倍以上。另外，锂电池具有很
长的循环寿命 [3]，例如一般铅酸蓄电池
循环次数在 400-600 次左右，而磷酸铁
锂电池的循环次数在 2000 次以上，这
个对比就显而易见了；锂电池更有快
速充电功能，充电效率在 85% 以上，
看来那句“充电 5 分钟通话两小时”
的广告词不是瞎说，相信随着科学技
术的发展，锂电池的这一功能会有新
的超越，在更多领域实现更高的应用
价值；锂电池的放电倍率要高于铅酸
蓄电池，关于放电倍率是怎么一回事
呢，实际上就是电池释放能量的速度，
反之充电倍率就是电池储存能量的速
度，普通锂电池可实现 2C-3C 放电，
一些具有高倍率放电能力的锂电池甚
至可以实现 20C-30C 放电。这里的 C

是表示锂电池放电倍率的符号，比如
1C 表示锂电池可以按 1 倍的放电速率
来放电，而高能锂电池可实现 20-30倍，
可见之优越性。锂电池的成功开发使
得电子产品轻便化成为现实，甚至在
成功开发后的几十年里改变了世界，
比如我们能用上轻薄便捷的笔记本电
脑就离不开锂，一部手机能集如此多

的功能于一体，这在 20 年前简直是无
法想象的，是锂离子电池让这一切成
为可能。为减少碳的排放量，全球汽
车行业大幅拓展电动汽车的计划已经
是板上钉钉的事了，而电动汽车的动
力源离不开锂离子电池，

王者终究是王者，锂电池即使是走
到职业生涯的最后也要用尽全力发挥
余热，退休的锂电池中含有 Li、Ni、
Co、Mn 等金属，具有很高的回收价值，
通过回收再利用不仅可以缓解能源金
属资源的短缺，还可以产生不少的经
济效益，另外，也因其中含有重金属、
有机物等，如果随意丢弃，会对生态
环境造成极大的危害 [4]。21 世纪以来，
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发展
新型能源是解决世界能源短缺，缓解
煤炭和化石燃料等传统能源造成的环
境污染和全球变暖问题的有效途径，
因此新型储能装置的开发受到了广泛
关注，在各种储能技术中，电化学储
能（即二次电池）尤为明显。随着锂
电池的广泛应用，锂已经成为一种新
型且具有战略意义的储能金属 [5]。

三、金属锂在核聚变领域的应用
锂在核聚变反应堆中扮演者不可

或缺的角色，核聚变中的氘（重氢）
在天然海水中含量丰富 ( 每升海水含
0.03 克氘，地球海洋中有 45 万亿吨
氘 )，提取也比较容易，而氚（超重氢）
在自然界几乎不存在，但是这两者都
是核聚变反应的主要原料，当两者发

 Ã【图 4】手机中的锂电池（左）电动汽车锂电池（右）（图源自网络）

 Ã【图 3】意大利科学家伏打（图源自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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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聚变反应时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
量，同时不产生辐射性废物，因此，
金属 Li 在可控核聚变领域也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是不可被替代的，还被称为
21 世纪的“白色石油”、“高能金属 [6]。
1967 年 6 月 17 日我国的成功试爆了第
一颗氢弹，其中就采用了氘化锂。

四、金属锂在其他领域的应用
锂除了以上的功能，还在众多领

域发挥着我们无法忽视的作用，比如
锂的化合物过氧化锂可以作潜水艇甚
至太空飞船里氧气的发生器；在玻璃
配料中加入锂化物能降低玻璃熔化时
的温度，降低玻璃的热膨胀系数，改
善玻璃的密度和光洁度；陶瓷中加入
少量锂辉石可增强陶瓷的耐热、耐酸
碱性；还可作润滑脂，锂基润滑脂因
其良好的稳定性被广泛用于飞机、坦
克、火车、无线电等设备；冶金领域，
镁锂合金是一种新兴的超轻材料，具
有比强度和比刚度高、弹性模量高、
塑性和冲击韧性好等优点，是航天航

空、兵器工业、核工业、汽车和医疗
器械等领域理想的结构材料之一 [7]。总

之，锂以各种形式默默存在于我们生
活中的各个角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Ã【图 5】我国第一颗氢弹试爆图（图源自网络）

锂作为发展国民经济和推动科技进步的关键元素，甚至是国家战略元素，锂资源的储备关乎国家战略安全。全
球锂资源储量的总量呈上升趋势，到 2021 年全球已探明的锂资源量达到 8900 万金属吨，随着能源需求的增加和开
采技术的提高，数据肯定会再次被刷新。全球锂资源储量主要集中在南美锂三角（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我
国的锂矿主要分布于四川的容须卡、甲基卡，西藏羌塘、青海可可西里等地区，资源量较为丰富，位列第六。但是
我国锂产业起步较晚 , 锂资源综合利用的科技水平和世界发达国家尚存在一定差距 [8]。在国家政策的大力加持
下，新能源汽车行业迅速发展，以及其他电子行业对高容量电池的需求不断加大，锂资源的消耗只增不减，攻克技
术难关，提高对矿石锂和盐湖锂资源的利用率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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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冰教授课题组在稀土发光 MOF 材料荧光
检测方面的研究进展
翻译整理：吕文博.；Email：lwb0564335@163.com

二、文献分析

1、手性荧光识别对映异构体

一、简述稀土发光金属有机框架材料

金属有机骨架（MOF）是一类多孔聚合物材料，由金属单元和有机配体通过强化学键组成。MOF 骨架中的强配位键赋
予了此类材料刚性、稳定性和开放利用。近年来，基于稀土离子（LNMOF）的 MOF 材料因其多样的结构和 Ln3+ 离子独特
的光活性而引起了广泛关注。这种迷人的材料在许多领域都有潜在的应用，如发光、传感、气体储存和分离以及
催化。特别是，Ln3+ 离子不仅具有高发光量子产率和窄而强的发射，而且发光寿命长。基于这些突出的优点，通常可以在
MOF 中掺杂不同的 Ln3+ 离子来制备具有优异性能的白色发光材料。此外，一些阴离子 MOFs 系统中的孔隙被一些阳离子占
据，这允许通过离子交换将一些新的发光中心引入系统，例如稀土离子或阳离子染料。这种非破坏性后修饰方法保留了原
始材料的稳定性，并为视觉荧光传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第一作者：李胜男
通讯作者：闫冰
通讯单位：同济大学 

论文链接：https://doi.org/10.1021/acs.

inorgchem.2c00991

发表日期：2022 年 6 月 10 日

闫冰教授课题组通过合成后配体

交换，将手性中心 L- 组氨酸 (L-His) 固

定在 Zr 基金属有机骨架 (MOF) 上，制

备了手性化合物 MOF-His。在此基础

上，MOF-His 与 Eu3+ 离子杂化得到最

终响应化合物 Eu@MOF-His。值得注

意的是，双功能材料对色氨酸对映体

表现出对映选择性发光特性。实验结

果表明，色氨酸对映体能有效猝灭 Eu3+

离子的红光发射，猝灭速率不同，这

可能与分析物与手性识别位点之间相

合成后修饰制备的具有手性和发光中
心的锆 -金属有机骨架混合传感器用于
检测和识别色氨酸对映体

化学通讯

39



研究进展

互作用的差异有关。此外，Eu@MOF-His

可以实现血清中色氨酸对映体的传感。

同时，该化合物具有可重复使用性、

高灵敏度和快速响应速度，这意味着

它有潜力作为一个优秀的荧光传感器，

用于检测和识别色氨酸对映体。

2、荧光传感分子机器智能应用

第一作者：张瑜
通讯作者：闫冰
通讯单位：同济大学 

论文链接：https://doi.org/10.1039/

D2TC01550A

发表日期：2022 年 5 月 30 日

基于葫芦 [7] 脲功能化稀土金属有机框
架的高效肾上腺素检测二合一多功能传
感器及其在分子机器人中的智能应用

立即识别人体内的疾病分析物需

要一种具有高可靠性和选择性的简便

传感方法。因此，开发一种同时具有

富集能力和传感功能的多功能传感器

对于疾病分析物的高精度监测具有重

要意义。

闫冰教授课题组在这篇文章中

介绍了一种二合一多功能光学传感器

(CB@CH3-TbMOF 其中，用于血清肾

上腺素（EPI）检测的 CB= 葫芦 [7] 脲

和 TbMOF= 铽金属 - 有机框架）是通过

CB 和荧光 Tb-MOF 的组装，通过 CB

和 N- 甲基化 TbMOF（CH3 TbMOF）之

间形成供体 - 受体（D-a）复合物来制造

的。在该 EPI 传感系统中，Tb3+ 作为荧

光信号报告剂可以在 EPI 传感期间提供

明显的视觉荧光响应，而 CB 作为富集

元素可以通过 CB 的羰基入口和 EPI 的

质子化胺基之间的静电相互作用捕获周

围的 EPI，这有效地提高了传感器的灵

敏度和精度。鉴于传感器的高灵敏度

和传感结果的可视化，我们进一步探

索了智能分子机器人在 EPI 传感过程

中的应用。在掌握致动器（CB）的分

子信号后，分子机器人应通过传感器

（Tb3+ 的荧光）对 EPI 自主反应，然

后通过具有计算功能的处理器（串联

组合逻辑门）做出决策，最后精确输

出 EPI 的浓度。本研究为开发集富集

能力和传感功能于一体的二合一多功

能EPI传感器提供了一种新方法。此外，

这项工作代表了首次使用荧光智能分

子机器人识别血清中的 E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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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李胜男、刘天宇
通讯作者：闫冰
通讯单位：同济大学 

论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

j.jcis.2021.11.057

发表日期：2022 年 3 月 24 日

闫冰 教 授 课 题 组 以 阴 离 子 型

Slug-47 [Gd(bpdc)2-] [NH2(CH3)
2+] 为

基础，成功制备了一种具有超高稳定

性的多功能荧光材料。首先通过调节

Eu3+ 离子和 Tb3+ 离子的掺杂比例，制

备出具有白光发射的 Eu0.04Tb39.96Gd60。

然后，通过阳离子交换将染料吖黄酮

(ACF) 引入到 Eu@ Slug-47(1) 的框架

中，得到 ACF@1，可作为比例荧光传

感器检测乙二醇单甲基醚的毒性代谢

物 2- 甲氧基乙酸 (Maa)，检出限 (LOD)

低至 0.27 lg/mL。在 Maa 检测过程中，

随着 Eu3+ 离子发射的逐渐减弱，ACF

和联苯 -4,40- 二羧酸配体的发射也逐渐

增强。在三种不同颜色叠加的情况下，

传感过程经历了由红到白再到蓝的明

显颜色变化。这些丰富多彩的颜色为

准确的视觉检测 Maa 提供了条件。此

外，该材料对污染物 S2- 离子也有较好

3、视觉荧光检测有害物质

染料功能化镧系金属有机框架作为视觉传
感生物标志物 2- 甲氧基乙酸和硫化物阴
离子的多功能发光杂化材料

的响应，LOD 可达 11.3 lmol /L。值得

一提的是，即使在尿液和自来水中分

别检测到 Maa 离子和 S2- 离子，也能观

察到有效的猝灭效果，说明该多功能

材料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4、比例荧光传感检测生物标记物和金属离子

第一作者：王金敏
通讯作者：闫冰
通讯单位：同济大学 
论文链接：https://doi.org/10.1021/acs.
inorgchem.1c02794
发表日期：2022 年 1 月 7 日

挖掘金属有机框架的发光潜力 : 采用一
种可行的策略来制造一种比例荧光传感
器，用于监测 1- 羟基芘和 C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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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冰教授课题组采用可行的设计

策略，成功制备了一种新型双发射中心

发光杂化材料 Eu(TTA)0.2@9-1-UMOF。

首先采用固溶体的方式封装第二配体

1,2,4- 苯三甲酸 (H3BTC)，有效提高了

原 LMOF 基于配体的发射强度，为引

入第二发光中心提供了功能位点；然后

通过合成后协同修饰的方法将红色发射

源 Eu3+ 加载到骨架中；最后，为了平衡

613 nm (Eu3+) 和 465 nm(1,4- 萘二甲酸

(H2NDC)) 的发射强度，引入了 2- 壬基

三氟丙酮 (TTA)作为一种强大的天线。

鉴于 Eu(TTA)0.2@9-1-UMOF 具有优异的

发光性能和结构稳定性，它进一步发展

成为一种用于检测多环芳烃 (PAHs) 的

生物标志物 1- 羟基芘 (1-HP) 和 Cu2+ 的

比例传感器，促进了对人类健康的预诊

断。Eu(TTA)0.2@9-1-UMOF 对 1-HP 和

Cu2+ 具有良好的选择性识别能力，灵

敏度高 (LOD 分别为 4.06×10-6 mg/mL, 

3.85×10-7 mol/L)，响应速度快。此外，

Eu(TTA)0.2@9-1-UMOF 作为荧光探针在

实际样品中 1-HP 和 Cu2+ 的测定中具有

很大的潜力。更重要的是，这项工作为

基于双 / 多 LMOF 的分析应用传感器的

发展拓宽了道路。

第一作者：张瑜
通讯作者：卢海峰、闫冰
通讯单位：同济大学 

论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

j.snb.2021.130736

发表日期：2021 年 9 月 12 日

5、视觉荧光分子机器预防早期肺癌

硼酸共价功能化镧系 MOFs 测定尿
N- 乙酰神经氨酸用于肺癌早期诊断
及其智能视觉分子机器人应用

闫冰教授课题组构建了硼酸共价

功能化镧系 MOF（Ln-MOF）传感器，

用于监测尿 N- 乙酰神经氨酸（NANA）

以早期诊断肺癌，NANA 可作为肺癌

的生物标志物。考虑到硼酸基团与顺

式二醇之间的特定结合亲和力可能对

Ln-MOF 的荧光产生特殊影响，首次

通 过共价修饰设计了硼酸功能化

Ln-MOF（B-EuMOF）传感器，该传

感器被证明是含顺式二醇的肺癌尿生

物标记物 NANA 的有效比率荧光传感

器。这种纳米纳传感器具有特殊的富

集能力、高选择性和灵敏度、快速响

应、良好的可重用性，更重要的是，

比率传感结果可以用肉眼清楚区分。

基于 B-EuMOF 对 NANA 的发光传感

特性和硼酸基团的捕获功能，构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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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冰，博士，二级教授，同济大学化学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1. 稀土 / 无机 / 有机 / 高分子杂化光转换材料体系的强弱作用协同设计、构筑与组装。

2. 稀土功能化合物及微纳米固体的温和控制合成、相结构、微结构和光转换性质。

3. 稀土晶体骨架杂化复合体系的功能化组装、光功能集成及发光器件。

4. 稀土晶体骨架杂化复合体系的可控构筑、光物理转换及化学传感。

5. 高值化稀土基发光材料的研制、应用及开发。

学术成果：

作为通讯作者在被 SCI 收录的国际主流英文期刊发表学术研究论文 500 余篇，不完全

统计所发表论文被SCI期刊他引10000余次，连续入选爱思唯尔 (Elsevier) 2014 (共130位 )、

2015 ( 共 135 位 )、2016 ( 共 143 位 )、2017 ( 共 146 位 )、2018 ( 共 174 位 )、2019( 共 190 位 )

年度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 材料科学 )，入选爱思唯尔 (Elsevier) 2020( 共 358 位 ) 年度中国

高被引学者榜单 ( 化学 )，近期 11 篇入选 ESI“Highly Cited Papers”。入选 2017 年度英

国皇家化学会 (RSC)“Top1% 高被引中国作者榜单”。授权发明专利 30 余项，H 因子 63。

作为唯一作者撰写英文专著 2 部、撰写英文专著专章 1 章、中文专著专章 1 章。在稀土光

功能材料特别是稀土光功能杂化材料领域有系统的研究成果，系国际上在该领域的代表性

研究组。

电子邮箱：byan@tongji.edu.cn

一个能够早期监测肺癌的分子机器人

系统。在这个分子机器人系统中，硼

酸基团充当执行器，使用“功能手”

来抓取分子机器人的NANA。B-EuMOF

（I470nm/I614nm）的荧光作为分子

机器人的传感器。该处理器由组合逻

辑门（INHIBIT 和 And）构成，通过

B-EuMOF 对 NANA 荧光响应的逻辑

操作来控制分子机器人。本文首次提

出了基于 Ln-MOFs 的分子机器人，为

荧光传感器和智能分子器件的结合铺

平了新的道路。

通 讯 作 者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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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细胞分辨率下的动态细胞图案

化最近受到了广泛关注，由于其在组

织工程、基于细胞的传感器、个体上

芯片设备、以及细胞脂肪和细胞的基

础研究方面的潜在广泛应用。在这些

应用中，需要精确安排许多不同类型

的细胞，以使工程结构正常工作。例

如，为了评估免疫突触通信，有必要

准确定位多个细胞，如效应细胞和抗

原呈递细胞，或具有单细胞水平精确

度的靶细胞。作为一种适合满足这一

需求的工具，据报道，合成材料使用

外部触发器（如热、电场、光）具有

动态控制的细胞粘附性能和其他。与

其他刺激相比，光可以简单地应用于

具有更高空间和时间分辨率的透射空

间中的任何位置。许多光诱导呈现细

胞粘附配体的材料已被积极开发。然

基于脂质自组装对细胞锚定部分的光笼效应用于
多功能单细胞图案化的光活化材料
文献解读：王芳霞.；Email：wangfx122122@163.com

1. 作者提出了一种基于聚乙二醇（PEG）脂质的光激活材料，用于绘制各种细胞的图案。

2. 作者发现含有双脂肪酸链的 PEG 脂质首次被证明能够完全抑制细胞在其涂层基质表面的锚定，而含有单链脂质

的 PEG 脂质则通过脂质稳定锚定细胞－细胞膜相互作用。

3. 光诱导的脂质体解离通过锚定相互作用的局部光激活实现了多个细胞的光引导精细图案化。利用这个表面，可

以定位人类自然杀伤细胞和白血病细胞，使它们相互作用。

4. 涂有作者的光激活材料的基质可以作为一个多功能平台，用于精确和快速地绘制基于细胞间通信诊断的多元素

细胞图案。

原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21/jacs.2c02949

二、研究背景

一、文章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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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有的灯光可激活基于细胞粘附

的材料不能应用于非粘附或弱粘附细

胞，包括免疫细胞和一些癌细胞。这

些细胞是制药和医疗设备中重要的组

成细胞。因此，开发新的光激活材料，

能够以光引导的方式定位任何类型的

细胞，是一个重要的挑战。在这里，

作者提出了一种光激活材料，用于将

任何类型的细胞附着在基底上。由亲

水聚合物和脂质组成的材料已被用于

锚定到细胞膜上。特别是，报道了聚

乙二醇（PEG）脂质为了将任何类型

的细胞固定在它们的涂层表面上。在

用 PEG- 单脂肪酸链缀合物修饰的表面

上，细胞通过材料的脂质部分和细胞

脂质双层膜之间的相互作用而稳定地

锚定。基于这种多功能的 PEG- 脂质，

作者旨在开发一种可光活化的细胞锚

定材料。之前，作者已经报道了可光

降解的 PEG- 脂质作为 Turn-O 型细胞

锚定材料，用于选择性细胞附着到非

光暴露区域。Turn-O 型材料可以通过

简单的策略合成，其中脂质部分通过

光辐射去除。然而，这种类型的材料

原则上只允许对一种单元进行图案化。

为了在同一表面上形成多种类型细胞

的图案，需要一种可光活化的材料来

顺序开启失活表面上的细胞锚定活性。

在研究开始时，作者关注了一份报告，

其中含有 PEG- 脂质的双脂肪酸链显示

出较差的细胞锚定活性。根据这一知

识，设想在 PEG- 脂质表面上从双链脂

质到单链脂质的光引导转换可应用于

光活化细胞锚定。在本研究中，首先

合成了具有各种烃链的 peglipids，并检

测了其在基质表面的细胞锚定功能。

首次阐明了具有双脂肪酸链的 PEG- 脂

质完全抑制细胞锚定所需的性质。基

于这些性质，作者设计并合成了一种

光可转化的 PEG- 脂质，其脂质部分可

以将双链形式转化为单链形式。在光

可转换的 PEG- 脂质表面上，脂质 - 细

胞膜相互作用显示出受光的严格控制。

通过比较 PEG 脂质双链脂质的表面性

质，研究了其抑制作用的分子机制光

照曝光。此外，通过锚定相互作用的

局部光激活，实现了多个细胞的光引

导精细图案化。最后，为了证明其有

效性，将本技术应用于人类外周血来

源的自然杀伤（NK）细胞的细胞毒性

能力分析。

 Ã【图 1】用于细胞锚定分析的 PEG 脂质修饰表面的设计。(A) PEG 脂质修饰试剂的化学结构：末端活化的 PEG 共轭单
链和双链脂质，由 ε- 油酰赖氨酸组成－具有各种附加烃链的 PEG，例如乙酰基 (C2 : 0, 1)、油酰基 (C18 : 1, 2)、辛酰
基 (C8 : 0, 3)、月桂酰基 (C12 : 0, 4)、十五烷基 (C15 : 0, 5)、硬脂酰基 (C18 : 0, 6) 和木质纤维素酰基 (C24 : 0, 7)。(B) 用单油
酰或双油酰聚乙二醇脂质修饰的底物表面示意图，以分析它们与细胞膜的关联。(C) PEG 脂质修饰表面锚定细胞的密度。
作者使用无脂质修饰的白蛋白涂层表面作为阴性对照 (NC)。ND= 未检测到。以荧光标记的 BaF3 细胞为模型漂浮细胞。
数值和误差条表示平均值±标准偏差 (n=3)。

三、图文速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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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Â【图 3】改性剂浓度对光转化 PEG 脂质
修饰表面特征的依赖性。(A) 用低浓度和高
浓度光转换 PEG 脂质修饰的底物表面示意
图 8。(B，C) 在 (B) 和 (C) 暴露于 1.6 J cm-2

的 365 nm 光照之前和之后，用不同浓度的
PEG脂质 8修饰的表面上锚定细胞的密度、
ND= 未检测到。数值和误差条表示平均
值 ± 标准偏差 (n=3)。

 Á【图 2】细胞锚定在可光转换的聚脂修饰基
底上的光活化。(A) ( 顶部 ) PEG- 脂质 8 的化
学结构，其通过经由可光裂解的连接体添加
第二个油酰链制备，用于在暴露于 365nm 光
时将双油酰形式转化为单油酰形式。( 底部 )
曝光前后 PEG- 脂质 8 修饰表面的示意图。
(B) BaF3 细胞在暴露于光的 PEG- 脂质 8 表
面上的光响应性锚定后的细胞密度。ND= 未
检测到。数值和误差线表示平均值 ± 标
准差 (n=3)。 (C) BaF3 细胞在光照射和未照
射区域之间的边界区域中的光响应锚定的合
并荧光和明场显微照片。作者将微通道内的
PEG 表面的右半部分暴露于 1.6J cm-2 的光剂
量。比例尺 =200 μm。(d，e) (d) BaF3 细胞 ( 光
斑的网格大小：16 μm×16 μm) 和 (e) HepG2
细胞 (100 μm×100 μm）的单细胞阵列的显微
照片。比例尺 =(d) 100 μm 和 (e) 200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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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Â【图 5】光可转换 PEG- 脂质表面上的光诱导
多细胞图案。(a) 由用 CytoRed (R，红色 ) 染色的
BaF3 细胞组成的人形点图案；钙黄绿素 -AM (G，
绿色 )；赫斯特 33342 (B，蓝色 )；R 和 G ( 黄色 )；
R 和 B ( 品红色 )；G 和 B( 青色 )；R、G 和 B( 白
色 )。该图显示了由三个 RGB 荧光图像和一个明
场图像组成的合并图像。比例尺 =100 μm。(B) 多
种类型细胞的四螺旋图案的共焦显微镜图像。从
外部依次加入钙黄绿素 -AM 染色的 NHDF 细胞
( 绿色 )、罗丹明标记的脂质体 ( 红色 )、Hoechst 
33342 染色的 BaF3 细胞 ( 蓝色 ) 和细胞红染色的
HEK293T 细胞 ( 红色 )。在培养 3 小时之前 ( 左 )
和之后 ( 右 ) 获得合并的荧光和明场图像。比例
尺 =100 μm。(C) 通过免疫细胞杀死癌细胞实验在
PEG- 脂质 8 表面上进行一对一的细胞配对。在对
共培养进行 55 分钟的延时观察后，通过检测钙黄
绿素 -AM 荧光的丢失 ( 左图 )，在 33 个一对一的
细胞对中鉴定了对应于 K562 细胞被 NK 细胞裂
解的 20 个事件。提取左图中红色 ( 中间 ) 或蓝色
( 右边 ) 开放方块中的细胞对的延时图像，并显示
为连续图像。每个连续图像上显示的值表示从观
察开始经过的时间。右图插图中的红色箭头表示
NK 细胞上用钙黄绿素 -AM 标记的 K562 细胞的
分离片段。比例尺=200 μm (左侧 )和25 μm (中间，
右侧 )。(d) K562-NK 细胞对的单细胞图像中的荧
光分布的树状图。(e，f)在 (d)中所示的树状图的 (e)
簇 1 和 (f) 簇 3 中的每个细胞对图像的荧光区域的
时间过程。实线和误差线表示平均值±标准差 (聚
类 1 : n=51；第 3 组 : n=40)。( 插图 ) 提取典型细
胞对的延时荧光图像，并显示从观察开始的时间。

 Á【图 4】聚乙二醇脂质表面脂质自组装的 AFM 成像。(A) 暴
露于 365 nm 光的点 ( 直径 =1 μm，网格尺寸 =2 μm×2 μm) 的
阵列图案的光可转换 PEG- 脂质 8 表面的 AFM 图像。通过
HS-AFM 在磷酸盐 -ff 盐水中观察到暴露的表面。比例尺 =1 μm。
(B) 与面板 (A) 中的两条虚线相对应的横截面轮廓。(C) 曝光
的 PEG- 脂质 8 表面 ( 左 ) 和白蛋白涂层表面 ( 中心 ) 的扩展
AFM 图像。评估 PEG- 脂质 8 和白蛋白涂层表面上光点的内
部和外部区域的粗糙度为 RMS 值 ( 右 )。比例尺 =500 nm。
值和误差条表示均值 ± 标准偏差 (n=3)。(D) 脂质 - 细胞膜
相互作用的脂质链数依赖性调节机制的方案。由于纳米级自
组装 ( 左 )，高度疏水性的双链脂质无法进入细胞膜。相反，
单链脂质分散在液相中，并且可以与细胞膜相互作用 ( 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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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证明了一种可以抑制细胞锚

定在用 PEG 脂质修饰的底物上，该底

物含有双脂肪酸链，密度大于某个阈

值。各种实验证实，这种现象反映了

由于双链脂质部分的高疏水性，在基

底表面形成了数十到数百纳米级的自

组装 PEG- 脂质结构。在实验中，使用

可光转换的 PEG 脂质极大地有助于比

较相同条件下单链和双链脂质的行为，

并有助于阐明脂质自组装调节的基本

原理。特别是，单链和双链脂质表面之

间的微小几何差异只能通过在单个视

野内通过 AFM 观察进行比较来检测。

此外，作者证明了光可转换 PEG- 脂质

表面是一种在应用研究中用于光激活

细胞锚定的渐进方法。它首次在同一

基板上实现了多种类型细胞的光诱导

图案化，包括非贴壁细胞和贴壁细胞。

在目前的表面上，紧密锚定任何类型

细胞的 PEG 单脂质偶联物可以通过光

转化产生，在单细胞水平分辨率下实

现每个细胞的高对比度和准确图案化。

此外，由于不需要细胞粘附，因此细

胞在几分钟到 10 分钟内迅速锚定到表

面，而据报道，在其他使用细胞粘附

配体的可光活化表面上，细胞粘附需

要 30 分钟到 1 小时或更长时间。在细

胞间通讯测定中，表面可以在通讯开

始前快速制备单细胞对，因此观察到

细胞间通讯从开始到结束的时间过程

变化。因此，随着适用细胞类型、准

确性和快速性的改进，本基底表面实

现了对无处不在的平面基底上非粘附

免疫细胞和白血病细胞之间相互作用

的单细胞分析，而无需复杂的装置，

例如微孔和微柱。

四、总结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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