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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IUPAC 发起了“化学领域十大新兴技术倡议”。

[1]这一项目如今得到了全世界专家的巩固和认可，突出了

化学科学在向绿色经济和更可持续的世界过渡中的价值，

符合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2]。此外，在 2022

年，我们加入了可持续发展国际基础科学年（IYBSSD）的

庆祝活动，这是一项联合国（UN）决议，旨在重申并强调

基础科学（其中包括化学）对到 2030 年实现雄心勃勃的可

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性。 

根据联合国的报道，基础科学将帮助我们实现可持续发

展，提高生活质量。事实上，正是这份联合国文件强调了

新兴技术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满足了人类的需要[…]增进

了个人、社区和社会的健康和福祉”[3]。去年，世界以前所

未有的方式面对气候危机的后果——致命的热浪在春天袭

击了印度和巴基斯坦，而欧洲在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也

面临着类似的挑战。此外，我们仍在承受 COVID-19 大流行

和新的传染性变种，以及乌克兰战争的后果，其中包括油



价飙升。因此，今年的技术深入研究了创新的医疗解决方

案和高效能源。IUPAC 召集的专家小组审查了来自世界各

地化学家的一系列建议，并选出了最有潜力的建议。和往

常一样，这些新兴技术徘徊在实验努力和商业现实之间，

但它们都有望改变我们的世界。 

 

钠离子电池 

来源广泛且价格低廉的锂离子电池替代品 

人们需要性能更好、价格更便宜的电池，没有基于这些

电池体系组成的低成本储能系统，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

能源将永远不会成为主流。因此，IUPAC 在前几期的评选

中确定了在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已获得诺贝尔奖的锂离子

电池技术。有意思的是，锂离子电池的概念是在第三次石

油危机期间（1990 年）被提出的。今年，IUPAC 的专家们

想要强调另一种碱金属元素——钠的潜力。它有几个优点，

首先，它是一种资源更丰富的元素，减少了我们对相对低

储量的锂资源的依赖。此外，钠离子电池正极不依赖钴元

素。钴通常被认为是冲突矿产，其采矿活动主要在高风险

的刚果地区[4]。相反，钠离子电池的正极包含铁和锰元素，

这两种金属元素在地壳中储量丰富。 

尽管与锂离子电池相比，钠离子电池在循环寿命和能量

密度方面仍然存在缺陷，但其在可持续性和循环经济方面



提供了机遇，因为钠离子电池的材料和组件容易拆卸、修

理和回收[5]。此外，从经济性角度分析，钠离子电池具有

极大的优势，特别是在钴和锂等矿物稀缺的情况下。钠离

子电池正负极均采用铝作为集流体，与锂离子电池中负极

的铜集流体相比，其更便宜、更轻、更耐腐蚀。铝的使用

也避免了锂离子电池中因过度放电而产生的氧化反应，并

最终导致热失控和易燃的问题。总的来说，钠离子电池更

安全，因此降低了运输和储存的成本和危险[6]。我们可以

利用计算化学更高效地设计钠离子电池。随着成本效益高

的量子化学模型的发展以及机器学习和超级计算机的激增，

推动了新材料的发现。在电池领域，这些计算方法帮助设

计了电极和电解质的新材料，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材料的

行为和预测性能。研究人员预计这些技术将加速钠离子电

池的商业化应用[7]。 

目前，钠离子电池已经引起了工业界的强烈兴趣。全球

最大的锂离子电池制造商—中国宁德时代公司最近发布了

它们的第一代基于钠载流子的商用电池，旨在提供锂/钠离

子电池混合使用的解决方案，为电动汽车行业带来革命。

其它公司，如 HiNa Battery 和 Faration，已经吸引了投资并

开发了可工作的原型和产品，而总部位于美国的 Natron 

Energy和 Altris将在 2023年建立大规模的制造工厂。毫无疑

问，钠离子电池已成为高效能源储存的另一种选择，是化



学家们解决气候危机的另一工具。 

 

纳米酶 

自然和人工催化力量的结合 

纳米技术是开发 COVID-19 疫苗的关键。纳米技术在医

疗保健和生物医药领域应用的可能性已显而易见，它和其

它的许多技术一样都吸引了研究人员和 IUPAC 专家的注意。

这其中就包括纳米酶，纳米酶是一种具备了天然酶属性及

其一些额外特性的纳米材料。由于纳米酶是在实验室人工

按需设计和制备的，所以它们相比于天然酶在稳定性、可

回收性和成本等方面具有多种优势。与天然酶只能在特定

温度和 pH 值范围内工作不同，纳米酶可以承受恶劣条件，

并可实现持久、安全和稳定的存储。 

纳米酶领域出现在约 20 年前。2004 年，意大利研究人员

将金纳米颗粒功能化，用于催化磷酸化反应。几年后，中

国研究人员发现某些纳米颗粒自然表现出类似酶的活性[8]。

这两个事件引发了一个全新领域的指数级增长，并随后取

得了非常重大的进展，在美国、欧洲和亚洲受到了开创性

的商业投资。纳米酶的另一个优势来自于其可定制化的可

能性。化学家通过附加各种分子来调控纳米酶的性能，使

其超越经典的催化能力。从表面积方面来讲，纳米材料为

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并有利于多功能化，使其在生物



分析、诊断、治疗、传感、水处理等方面具有更广泛的应

用[9]。纳米酶最具吸引力的应用领域之一是开发新型即时

诊断技术，它有可能满足世界卫生组织(WHO)最关键的需

求。对世卫组织而言，床旁设备应符合 ASSURED标准——

经济实惠、灵敏度高、特异性好、用户友好、快速、无设

备化和便于投放。纳米酶可以为多种不同检测技术，如：

电化学、荧光、比色和免疫分析，提供这些特性。而且它

们还具备小型化和长期稳定性的特点，与当前最先进的技

术相比，这两者都是重要的改进。此外，纳米酶已显示出

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可确保安全应用于生物成像和病原体

检测等医疗保健领域[10]。 

此外，由于纳米酶能催化消除与衰老、炎症、不孕、神

经退行性疾病和癌症等疾病有关的活性氧和氮，因此它们

还被应用于疾病治疗。在一些初步研究中，纳米酶显示出

了对所有这些问题的防护特性，而且还促进了干细胞的生

长，这对组织工程和其他疾病治疗非常有用。除了生物医

学，纳米酶已经成为水处理和污染去除的有效解决方案，

符合联合国清洁环境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6、14和 15。一

个有趣的例子是磁性铁基纳米酶的再回收。净化污染介质

后，用磁铁很容易将纳米酶从溶液中提取出来，用于后续

处理和再利用。研究人员还设计了基于金、铈、铂和汞纳

米酶的逻辑门——可以促进计算机微型化[11]。 通过解决天



然和人工酶的一些问题，并赋予其一些新的特性，纳米酶

将可能很快在多个应用领域中成为有吸引力的替代品。 

 

气凝胶 

最轻的隔热材料 

气凝胶是超轻的多孔材料。它们由凝胶转化而来，只是

将凝胶中传统的液体组分——分散相取代为气体，但仍然

保持稳定的结构。尽管从技术上讲，关于气凝胶的第一次

报道要追溯到 1932 年，但对这些材料更彻底的研究则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当时研究人员开发了新的合成方法来加速

它们的生产。从那以后，关于气凝胶的研究论文几乎呈指

数级增长[12]。 

气凝胶是已知最轻的固体之一，然而聚合物基气凝胶却

有很大的强度和抗撕裂性。另一个关键特性来自于它们的

低密度和孔隙率——它们是非常好的隔热材料，因此在航

空航天技术中有许多有趣的应用。事实上，NASA 依靠一个

专门的研究团队来研究这类材料，其中一些已经作为隔热

材料在他们的火星探测器和其他航天器上完成了测试[13]。

气凝胶具有优异的绝热性能，其所需厚度仅为传统绝热材

料的一半。 

或许不出你所料，这样的空间技术已经导致了气凝胶更

多的实际应用。其中许多与国际基础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



年（IYBSSD）的理念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相一致—

—包括高效催化剂、超级电容器、药物输送系统和水净化

技术。而后者——即环境修复中的其他应用，已经得到了

广泛的探索，并显示出巨大的前景。特别的是，气凝胶可

成功去除多种污染物，如空气中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

或水中的有毒物质。采用不同的工艺，化学家们可调控气

凝胶的表面，以改进它们的吸附能力，并调整它们的选择

性。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应用就是从废水中去除重金属离

子和有效清洁与处理石油泄漏。此外，一些研究人员已建

议利用气凝胶的巨大表面积来解决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最

具挑战性的环境问题之一——大气中高浓度的二氧化碳。

它们与其他种类的多孔材料，如沸石和金属-有机框架

(MOFs)，在容量和工作温度等方面竞争，因此一些吸附性

气凝胶已为此目的实现了商业化[14]。 

此外，气凝胶表面的可调性在生物医学技术和传感领域

带来了突破性的应用。这种结合更加有趣。例如，气凝胶

的生物相容性可以实现用于监测生理常数的可植入装置。

其生物相容性和生物降解性已经触发了能源生产和存储方

面的应用，提供了比其他可用替代技术更为绿色的解决方

案。由葡萄糖、纤维素、石墨烯和其他环境友好材料制成

的气凝胶已经改善了电池、超级电容器甚至柔性电子产品

的性能。但也许气凝胶最有趣的应用还是得回到它的热学



性能。不同的研究已经证明了气凝胶如何提高太阳能热电

厂（一种通过聚集太阳光的热量来产生蒸汽、进而推动涡

轮机发电的能量收集平台）的效率。因此，气凝胶也为应

对持续的能源危机提供了有趣的工具[15]。 

 

薄膜荧光传感器 

一种可调节、多功能的小型探测器设备 

荧光是化学和生物传感中的基本工具，主要是由于其灵

敏度和选择性。薄膜荧光传感因其优异的灵敏度、选择性、

可调性与普适性等特征被认为是继离子迁移谱之后最具发

展潜力的微痕量物质探测技术。在对应的器件中，具有荧

光活性的分子通常被固定于尺寸可小至 1 厘米以下合适的基

质上，形成了具有对外界刺激快速可逆响应的 2D 或 3D 薄

膜材料，发挥着对微痕量物质的高效探测功能。该类荧光

传感器具有尺寸小、功耗低和操作简单等优点，在便携式

传感器的创制方面具有突出优势。近年来，薄膜荧光传感

器已被用于复杂样品的区分检测，如大气污染物：氨类化

合物、氮氧化物以及有机挥发物。此外，薄膜荧光传感器

还可实现对包括农药、神经毒剂和爆炸物，如：三硝基甲

苯(TNT)等有毒有害物质的高效检测[16]。 

最近，研究人员研制了一种基于薄膜荧光传感器的“化学

鼻”，实现了对尼古丁的高灵敏检测[17]，展现了薄膜荧光



传感器在环境检测与治理领域的巨大潜力，因为它们可以

在不同污染物的检测、识别和量化中发挥关键作用。此外，

研究人员近期研制的薄膜荧光传感器可高效检测食源性李

斯特菌，该细菌可导致严重的食物中毒。[18]。随着紫外激

光技术的发展，还可研制能够用于环境检测、生物医药领

域的小型化荧光探测设备。此外，薄膜荧光传感器还有望

应用于互联监控网络，比如：可穿戴电子设备和便携式传

感器[19]。 

尽管薄膜荧光传感器已表现出了巨大的应用前景，但目

前报道的多为概念性探测设备和原型机，距离大规模商业

应用还有较大的距离。现代化制造业如：卷对卷工艺，可

将具有不同功能的传感单元组装在同一传感器阵列上，实

现对复杂样品的高通量检测，为研制灵敏度高、选择性好、

可重复使用的小型化荧光传感器提供支持[20]。 

 

纳米粒子巨型数据库 

纳米世界迎来高通量合成和筛选 

多年来，大数据和高通量筛选推动了新化学物质的发现。

纳米粒子巨型数据库以某种方式将这些技术带入材料世界。

通过制造由数百万组成和结构各异的纳米粒子组成的阵列，

科学家们设计出了一种强大的工具来个性化属性和应用。 

研究人员使用一种被称为聚合物笔光刻的纳米粒子沉积



技术来构建这些巨库。不同的金属盐被溶解到聚合物墨水

中，然后用成千上万的微观软尖端将聚合墨水小心地沉积

在表面上——力和压力决定了液滴的大小，从而决定了微

粒的大小。然后，加热消除聚合物并减少盐分，剩下的金

属纳米颗粒可以随时催化化学反应[21]。这相当于制造数百

万个微型反应堆，浓缩在一个简单的显微镜载玻片上[22]。 

尽管这项技术很新，但它已经带来了一些有趣的发现。

例如，2018 年，纳米粒子巨库被用于识别形成单壁碳纳米

管(SWNTs)的潜在催化剂。从成千上万含有不同比例的金和

铜的纳米粒子中，通过拉曼光谱研究确定了制造 SWNTs 的

理想催化剂——Au3Cu，这种合金以前没有被确定为这种反

应的活性催化剂。研究人员解释说，在一次实验中，他们

产生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无机纳米颗粒[23]。进一步的

研究探索了不同金属组合作为工业相关反应的多相催化剂

的潜力，例如二氧化碳的还原和水的分解——这与可持续

发展目标 7、12 和 13 密切相关，也是应对气候危机的重要

工具。 

对金属纳米粒子及其特性的深入了解可能会帮助发现所

谓的“材料基因组”。这张地图可以帮助化学家和材料科学家

更好地理解独特的原子组成如何在纳米尺度上影响物质的

性质，并潜在地设想在许多不同领域的新应用。由于纳米

粒子巨库产生了大量的数据，研究人员已经开始使用机器



学习算法来加速分析，甚至帮助识别实验室以外的新催化

组合[24]。计算化学还有助于扩大合成的可能性，以及对更

复杂组合的研究。如今，美国的 TERA-print 和 Stoicheia 等

公司正在研究纳米颗粒巨型库的合成和使用人工智能进行

分析的商业化机会。他们都有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比别

人都更快地找到新材料。 

 

纤维电池 

为可穿戴设备提供新的能源存储方案 

如前所述，世界需要更好的电池来解决能源危机。而以

目前的技术来有效储存能源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根据

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评估，使用电池供电将使你的能源账

单增加两倍，并占用大量空间[25]。纤维电池提供了另一个

有效的解决方案，同时也为可穿戴电子设备开辟了可能性。 

纤维电池的结构与传统电池完全不同，传统电池通常是

基于叠层的电极和组件——很像意大利化学家 Alessandro 

Volta 的原始设计。相反，纤维电池呈现出近乎一维的设计，

用缠绕在一起的导线作为电极。该结构由一层聚合物涂层

封装，电池内的电解质也被密封在该封装涂层内。类似地，

利用上述结构设计，可以构建纤维超级电容器——一种能

快速传递电荷的能量存储解决方案，例如用于摄影闪光灯

供能[26]。总的来说，与其他策略相比，纤维电池具有一系



列优势：柔软、稳定、安全。此外，由纤维电池编织得到

的电池“织物”可适应多种不同变形和应用。研究表明，电池

织物柔软透气，因此非常适合应用于可穿戴电子设备。它

们可以耐受洗涤处理，没有任何能量密度损失[27]。利用其

他方法如热拉伸，也可以制备基于电活性凝胶的纤维电池，

并在电极获得柔性的防水保护层，基于该策略，已经实现

了 140 米纤维电池的连续生产，并具备放电能力[28]。 

最近，研究人员基于锂离子电池技术发展了一系列新方

法，生产了高性能的可编织的纤维电池，其能量密度是最

初纤维电池原型的 80 倍。此外，在 500 次充电循环后，它

们仍能保持 90%的容量，这与大多数商业电池相当。在概

念验证应用中，科学家们研究了对智能手机无线充电的可

能性，并将可编织的纤维电池与织物显示器进行集成，获

得了具有交互功能的夹克衫，可用于监测不同的人体生理

指标。上述纤维电池是由标准化的工业设备制备的，包括

广泛应用于纺织行业的机械，如剑杆织机，因此其制备流

程是可规模化。按照简单的测算，每米纤维电池的成本可

以低于 0.05 美元[29]。三星和华为等公司也正在研究纤维电

池的应用潜力，其市场规模将随着可穿戴设备和印刷电子

产品等产业的发展而增长。 

 

 



液态太阳燃料 

“瓶装可再生能源”和生产绿色化学品的战略 

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二氧化碳和阳光转化为葡萄糖。同

样，化学家创制“人工光合作用”模拟这一过程，并生产富含

能量物质，用作燃料。通常，研究人员寻求通过使用碳基

分子，例如醇类和低分子量碳氢化合物，来取代无处不在

的石油衍生燃料，作为减少污染的替代途径。另外，氢气、

氨和肼之类的燃料也被作为替代途径，只要制造它们的主

要能源完全来自于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30]。和电池

一样，太阳燃料提供了间歇性储存能量的新机会。这就是

为什么一些专家称这种策略为“瓶装可再生能源”[31]。 

如今，太阳燃料示范工厂已开始在世界各地出现，美国、

欧洲和亚洲的资助机构大力推动在该领域建立联盟与合作。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专注于解决一些更为挑战的前瞻性难

题。例如，虽然铜催化剂可以催化形成小分子的碳氢化合

物，但合成较长的碳链仍然具有挑战性。现在，镍基电催

化剂似乎提供了一个有趣的选择。初步结果表明，虽然长

链碳氢化合物的比例有限，通过进一步的催化剂修饰可以

扩大可持续燃料的合成范围[32]。 

光催化也提供了很大的机会。化学家通过直接利用太阳

光来激活和加速反应，节省了步骤，简化了整个过程。许

多科学家认为光催化是将太阳能转化为富含能量产品，比



如燃料，的理想方法。目前，世界各地的许多研究组都在

致力于解决这一过程中的问题。对于自然而言，即使是经

过数十亿年进化的植物，其能量转换效率最大值也只能达

到 4%。将人工催化剂与酶甚至细菌等自然结构相结合将提

供更有效的解决方案。在众多的优点中，这些耦合系统提

供了一些有趣的大宗化学品，如乙酸的新获取途径[33]。另

外的研究小组期望在夜间进行光催化过程，通过将催化剂

连接到电容器和电池上，在照明时储存能量，并在晚上开

始释放进行反应。“持久光催化”的概念可以缩短间隔时间，

提高整个过程的性能[34]。 

此外，许多工作集中在设计工业实施装置。其中，一些

设计采用了一种一体化的方法，直接将光收集技术与电解

技术结合起来，以尽量减少损失。现在，进一步的投资应

该会刺激太阳能燃料合成的规模[35]。这是我们经济走向脱

碳的第一步，在未来，这些技术可以在不需要石油和天然

气的情况下提供大宗化学品。 

 

织物显示器 

用于柔性屏幕的纤维发光二极管 

显示屏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据估计，我们对外部

环境的感知有 80%直接来自我们的眼睛，这使得视觉成为

所有感觉中最重要和最复杂的。目前，随着高速通信和连



接设备（即物联网）的兴起，研究人员开始在织物显示领

域进行探索。这类器件将变革我们的日常电子产品，以及

我们与之的交互方式，并催生新一代可穿戴电子设备和智

能纺织品的商业化。 

在传统方法中，可穿戴设备依赖于贴在织物和纺织品表

面的薄膜显示屏进行显示。而织物显示器件的方法与之完

全不同，事实上，它与上述的纤维电池非常相似。研究人

员直接开发出能够发光的纤维，然后将其编织成柔软的织

物显示器。这种策略解决了许多问题：首先，它具有传统

屏幕中难以具备的透气性；其次，它使可穿戴设备更柔软，

更接近真正的衣服；第三，纤维可以自由弯曲;变形对发光

性能的影响不像薄膜显示屏那么大[36]。 

研究人员研究了用于制备织物显示器件的多种材料，例

如，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s)通常具有平面三明治结构，已

经被设计成同轴的纤维结构。聚合物发光二极管(PLEDs)可

进一步提高柔性，所使用的聚合物具有电致发光特性，并

适用于目前主流的生产加工工艺。有些研究者将 OLEDs 和

PLEDs 的优势结合在一起，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发光器件：

纤维 LEDs (FLEDs)。此外，利用发光电化学电池的制备方

法，将正极材料、负极材料、电解质或粉末发光材料（通

常是硫化物）分散浆料结合在一起，构建得到发光纤维。

前者具有色彩可调等特性，而后者尽管亮度较低，但从生



产角度来看具有优势，因此可利用传统编织方法进行制备，

从而实现米级长的发光纤维和大面积的显示器[37]。 

研究人员正在研究规模化制备织物显示器的可能性。虽

然其应用目前主要聚焦在可穿戴设备领域，但未来大面积

织物显示屏有望应用于家居、广告宣传等领域。最近，工

程师们实现了一种 46 英寸(117 厘米)的织物显示器的制备，

这种织物显示器具有许多超出其尺寸的应用可能性。例如，

它可以很容易地与触摸传感器、无线功率发射器进行集成，

从而为人机交互提供了新思路，也有望为未来物联网互联

的世界提供强大可能性。以上研究工作使得这项新兴技术

的应用越来接近，我们可以比原来预期更早地用上织物显

示屏[38]。 

 

球形核酸疫苗 

球形核酸重塑疫苗技术 

新冠肺炎大流行强调了疫苗的重要性。事实上，IUPAC

的“Top Ten”倡议也多次认识到该领域新兴和成熟技术的价

值，如 mRNA疫苗和可扩展的核酸合成[39]。现在，在这个

版本中，我们的专家遴选出了疫苗学的另一个有趣的创新：

球形核酸，通常简写为 SNAs。这些结构最初是在 1996年开

发出来的，由核酸链连接到不同的纳米结构上。首先出现

的是金纳米颗粒，但其他材料——二氧化硅、聚合物、蛋



白质、胶束、MOFs 的快速跟进，提供了强大的多功能性

[40]。 

SNAs 的化学和生物学特性不同于线性核酸，即使它们拥

有相同的核苷酸序列。三维的排列促进了 SNAs 进入细胞的

过程，这一过程发生得更快，数量也更多。此外，这样的

组织产生了单个组件单独缺乏的特性。事实上，初步研究

表明，以前在临床试验中失败的治疗性抗原和佐剂，在加

入纳米工程的 SNA 治疗后，可以显示出增加的活性[41]。 

SNA 疫苗已被证明有助于预防传染性病原体，如导致

COVID-19 的冠状病毒 SARS-CoV-2。当受到致命剂量的病

毒攻击时，之前接种过疫苗的小鼠存活了下来，这证明了

SNA 具有产生良好免疫反应的保护潜力。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特殊的设计不需要刺突蛋白的整个结构就能起作用。

DNA 覆盖的脂质体包裹着受体结合域的较小抗原，简化了

这类疫苗的合成和适应性。此外，SNA 配方在室温下可保

持稳定，这可促进偏远地区按照可持续发展目标 1、3 和 10

的要求获得疫苗[42]。 

球形核酸在癌症免疫治疗方面也显示出潜力，特别是对

黑色素瘤、卵巢癌和前列腺癌的治疗。在一项研究中，

SNA 疫苗治疗成功地消除了 30%小鼠的肿瘤，这推动了向

人类临床试验过渡[43]。事实上，目前有六项人类临床试验

测试 SNA 相关产品用于免疫治疗和基因调节。生物技术公



司 Exicure正在寻求 SNA疗法的批准和商业化，并已开始与

Allergan、Dermelix 和 Ipsen 合作开发不同的药物。SNA 绝

对是一项新兴技术，它可能会改变我们未来应对疾病的方

式[44]。 

 

VR 辅助的交互式建模 

计算化学遇到元宇宙 

在元宇宙之年，IUPAC“Top Ten”也进军虚拟现实（VR）。

通过虚拟空间，研究人员探索了增强计算化学和分子动力

学互动合作的可能性。由于这些革新性的分子互动，研究

人员加强了他们的特殊推理能力，并提高了他们对量子化

学的理解。 

与通过键盘和鼠标与计算机进行交互不同的是，虚拟现

实平台允许研究人员进入一个充满巨大分子的虚构房间，

并通过手中的同步无线控制器“触摸”它们。在那里，他们可

以拨动原子并移动它们，引入修饰和官能团——所有这一

切虚拟分子都是由外部计算机实时模拟和渲染完成的。由

于分子间的相互作用本质上是三维的，在这些虚拟空间中

工作可以提高我们对化学反应的理解。这种被广泛应用于

手术室和动画工作室等其他场景的沉浸式体验加速了计算

结果并减少了错误。在使用 VR 工作时，化学家完成分子建

模任务的速度比使用传统交互界面快 10 倍[45]。 



这一策略远非幻想，而是已经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效果。

例如，虚拟现实设置帮助研究人员有效地生成蛋白质-配体

对接姿势，利用专业和非专业的方式来探索不同的位置可

能性。该模型致力于设计不同的抗病毒药物，并允许用户

“实时”对分子进行修改，从而可以发现更好地结合蛋白质活

性位点的原子和官能团[46]。此外，研究人员还使用类似的

策略为 SARS-CoV-2 的主要靶标之一（一种称为 Mpro 的蛋

白酶）设计抑制剂。所有这些研究都是在一个开源框架

Narupa 下运行的，该框架可在市场上大多数商品化的 VR 上

运行[47]。这些研究的另一个好处来自于演示过程中对数据

的全面收集。经过适当的处理后，这些信息会指导机器学

习算法和神经网络，它们能比其它方法更准确地预测分子

的性质。 

VR 建模也为化学教育创造了新的可能性，并符合可持续

发展目标 4和 IUPAC的核心价值观。学生在使用这些 VR增

强工具（特别是一个名为 Manta的程序）时的反馈，比传统

技术要积极得多。由于能够直接观察原子和分子，学生对

宏观和微观现象的理解似乎也更容易。此外，数字化工具

为远程教育开辟了可能性，从而使教师能够与任何地方的

几乎任何人分享他们的课程，只要他们有互联网并可以接

入 VR 设备[49]。 

一些基于 VR 的化学平台已经进入市场：Nanome 是一家



将这项技术商业化的美国公司[50]。在其他卖点中，它们突

出了 VR 在远程和跨国协作方面的巨大机会。Nanome 还探

索了其教育平台在本科教室以及在商业公司环境中的教育

潜力。对于后者，Nanome 与 Novartis 公司合作，展示了沉

浸式环境帮助研究人员更好地了解药物和靶标的结构特征

和化学性质[51]。尽管经常被忽视，VR 还是为化学科学提

供了一些优势，并可能成为所有实验室的基本工具。 

 

一个确定的计划 

IUPAC“新兴化学技术”的现状与未来 

今年是 IUPAC“Top Ten”倡议的第四版，现在被化学学界

公认为是一个实现更美好世界的催化剂[52]。上述技术重塑

了各个领域，从能源储存和材料科学到药物发现和教育，

再一次展示了化学在连接科学和我们日常生活的基本方面

的强大能力。此外，随着项目的发展，其与可持续性和社

会挑战的密切联系也在不断加强。特别是，在我们庆祝

IYBSSD 2022的同时，IUPAC希望强调具有真正潜力的进步，

为现实世界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例如材料稀缺，能源危

机，新疾病风险增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