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学通讯

47 位会员新晋级为高级会员

	................................................................ 	 01

※ 稀有气体及其应用

	...............................作者 :	何艳辉		肖君伟	 02

※ 金属终结者——镓

	...............................................作者 :	陈艺	 06

资讯汇集

科普专栏

目
次 2023 年第 03 期目次

注：※ 原创稿件

ÃP04

※ 你说的白，是什么白	

	............................................作者 :	尹智宇	 10

※ 从沙利度胺看手性分子的重要性

	............................................ 作者 :	Dr.WK	 14

※ 核酸检测管里的红色液体是什么

	............................................作者 :	吕文博	 20

※ 左岸的咖啡，到底美不美？——浅谈咖啡的香味

	............................................作者 :	何文绚	 24

化学通讯



化学通讯

※ 从燃料电池 Fe-N-C 型催化剂最新顶刊解读非贵领

域发展趋势

	.................................... 翻译整理 :	嘻歪歪	 29

※ 重磅！降解抗生素，它功不可没

	........................................翻译整理 :	泓焱	 34

※ 事关手性！膜的应用	

	.................................... 翻译整理 :	哈比布	 40

※ 海水中的宝藏，你真的知道吗

	........................................文献解读 :	泓焱	 44

ÃP10ÃP08

ÃP14

ÃP27

科学进展

主 办 单 位：中国化学会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刊 期：每月 20 日
主 编：杨小牛（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副 主 编：刘正平（北京师范大学）
编辑部主任：王重洋								副	总	编	辑：孙智权
新媒体运营：朱真逸、沈珍珍
联 系 电 话：0431-85262016
电 子 邮 箱：hxtx@ciac.ac.cn

公 众 号：Chemical	Newsletter

投 稿 网 址：https://www.scicloudcenter.com/CN/

电子版网址：https://www.chemsoc.org.cn/library/newsletters/

中国化学会秘书处

地 址：北京市中关村北一街 2号

联 系 人：郝江涛	、王亚茹

联 系 电 话：010-82449177

化学通讯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曹敏纳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2 常明欣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3 陈汉清 华南理工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广州
市第一人民医院）

4 陈树峰 内蒙古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5 陈文豪 海南师范大学
6 邓天龙 天津科技大学
7 费冬青 兰州大学
8 付    峰 延安大学
9 关冰涛 复旦大学
10 侯传金 大连工业大学
11 侯玉翠 太原师范学院
12 华会明 沈阳药科大学
13 黄晓春 汕头大学
14 荆    涛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15 李敏杰 吉林大学超分子结构与材料国家重
点实验室

16 李    宁 沈阳药科大学
17 李    乙 吉林大学
18 梁琼麟 清华大学化学系
19 刘    黎 湘潭大学化学学院
20 刘    敏 聊城大学
21 刘    涛 济宁学院
22 卢红梅 中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3 陆    展 浙江大学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24 沈星灿 广西师范大学化学与药学学院
25 孙俊良 北京大学化学学院
26 万相见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
27 汪    豪 中国药科大学中药学院
28 汪    浩 深圳大学
29 魏恒勇 华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0 文石军 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
31 吴义室 首都师范大学
32 徐    斌 北京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3 许    刚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
34 杨吉民 临沂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35 杨莉宁 西安医学院药学院
36 姚    立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37 叶俊伟 大连理工大学
38 曾宪祥 湖南农业大学
39 张    华 济南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
40 张    伟 浙江理工大学
41 只金芳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42 钟    诚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
43 周金平 武汉大学
44 周永丰 上海交通大学
45 朱宝勇 德州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46 朱维良 上海药物研究所药物发现与设计中心
47 庄小东 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化学会 2023 年 3 月份新晋级高级会员

47 位会员新晋级为高级会员
2023年3月，中国化学会新晋级高级会员47位，祝贺新一批成功晋级的各位高级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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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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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通讯

01 资讯汇集

http://www.chemsoc.org.cn/member/senior/


稀有气体因为在空气中含量

极其微弱，如【图 1】所示，因

此称为稀有气体，也称为惰性

气体、贵气体。稀有气体都是

无色、无味的气体，一共有 7种，

依次为：氦气 (He)、氖气 (Ne)、

氩气 (Ar)、氪气 (Kr)、氙气 (Xe)、

氡气 (Rn)、气奥 (Og)[1]。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果不其然，氦元素的发现充满偶

然性，氦元素是元素周期表中第

一个在地球之外被发现的元素。

1868年，法国天文学家皮埃尔·让

森 (Pierre Jules César Janssen) 观

察日全食，这时候不出意外就该

出意外了，让森注意到利用分

光镜观察日珥发现一条黄色谱

线，接近钠黄光的 D1(589.6 nm)

和 D 2 ( 5 8 9 . 0  n m ) 线， 日 蚀

后，他同样在太阳光谱中观察

到这条黄线，称为 D3线，位置

在 587.49 nm[2]。不同的光谱线

是由不同的元素所发射的，科学

家也是因此来区分不同元素，而

这条黄色光谱线不属于目前已知

的元素。后来爱德华·弗兰克兰证

实让森的结果，并命名该元素为

“氦”，来自希腊文 helios(太阳 )[3]。

随着科学家们不断探索，在

二十年后，科学家拉姆塞在钻探

铀矿中发现氦气，这也是人们第

一次在地球上发现氦，随后的几

十年，拉姆塞依次发现了其他四

种稀有元素，分别为氖、氩、氪、

氙。因此拉姆塞也有“稀有气体

之父”的美誉。气奥是元素周期

表的最后一个缺口，是人类合成

的最重元素，对第七周期元素和

第 18族的稀有气体元素具有重要

意义，其命名为 Og是为了为向

超重元素合成先驱者、俄罗斯物

理学家尤里·奥加涅相 (Oganesson)

致敬。气奥具放射性，其原子十

分不稳定，半衰期短，其性质不

可避免地必须来自精确的相对论

量子理论。非相对论极限表

明，Og 是液体或气体在室温下

熔化温度 ≈220K，预期一个典

型的稀有气体元素，相对论效

应将固液相变约 100K，由于

相对论性因素，它在标准状况

下会是固体 [4]。

Ã【图 1】稀有气体在空气中的含量分布图（图片来源于搜狐网）

稀有气体及其应用
作者 :	何艳辉				肖君伟；Email:	heyh0212@163.com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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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稀有气体的应用

(1) 气体激光器

氦 氖 激 光 器 (Helium-

neongaslaser)是研制成功的第一

种气体激光器，如【图 2】所示，

也是最常用的一种，是以中性原

子气体氦和氖作为工作物质的气

体激光器。氦氖激光器的结构

大体可以分为三部分，放电

管、谐振腔和激发的电源，

如【图 3】所示，当电磁场频

率与双能级原子的跃迁频率

相同而产生共振时，处于上

能级的原子发生受激辐射，即

发射出一个光子并跃迁到下

能级，在这过程中所产生的辐

射场与其他的原子也是共振

的，于是这些原子又会产生受

激辐射，即这种雪崩式的受激

辐射就会产生激光 [5 ]。

因为氦氖激光器制造方

便、价格便宜、可靠性强、

使用寿命长等特点，所以用

途十分广泛。在医疗上，通

过氦氖激光治疗，可以帮助

机体清除炎症，并且扩张局

部血管，达到止痛的效果，

如治疗皮肤病、风湿性关节

炎、 肺炎、激光手术等 [6 ]。

同时氦氖激光器在工农业生

产、科研和教学等方面的应

用也日趋广泛，尤其在流体

的流速流量测量、精密计量、

全息照相和准直导向等方面

表现着主要作用。

( 2 ) 电 光 源

霓虹灯是应用最广泛的电

光源，当夜晚来临时，五彩

斑斓的霓虹灯把城市粉饰得

熠熠生辉，如【图 4】所示。

霓虹灯是充有稀薄氖气或

其 他 稀 有 气 体 的 通 电 玻 璃

管，是一种冷阴极气体放电灯。

Ã【 图 3】氦氖激光器结构（图片来源于搜狐网）

Ã【图 2】氦氖激光器（图片来源于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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霓虹灯管是一个两端有电极的

密封玻璃管，其中填充了一些

低气压的气体。由于管内的气

体是由无数分子构成的，在正

常状态下分子与原子呈中性。

在高电压作用下，少量自由电

子向阳极运动，气体分子的急

剧游离激发电子加速运动，使

管内气体导电，发出色彩的辉

光。管内的气体决定光颜色的

不同，如【图 5】所示。

将灯管中充入不同稀有气

体混合，就可以得到五颜六色

的霓虹灯，氖灯发出橙红色光，

若充入不同气体会显示不同颜

色，比如二氧化碳 ( 白光 )、氦

气 (粉红色光 )、汞蒸气 (蓝光 )、

氢气 (红光 )等。稀有气体能制

成不同电光源应用在生活，如

氪灯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可用

于机场跑道、港口和车站灯

标等 [ 7 ]；氙灯的发光强度较

强，照射距离远，常用在导

航灯、探照灯等；把氪气与

氙气混合，常用在高强度和短

曝光的频闪灯。

(3) 人造空气

当我们看到潜水员拿着的

Ã【图 5】稀有气体在高电压下发出的光（图片来源于知乎）

Ã【图4】城市夜景（图片来源于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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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气瓶，想着里面装着的应该

是普通 空 气， 如【 图 6】 所

示，而事实是氧气瓶里装的

是“人造空气”。当潜水员

潜入深海时，吸入人体的空

气中含有较多氮气，随着深

海压力的加深大量地溶解在

血液里，当潜水员出海时，

压力猛然下降，在深海处血

液溶解的氮气都往外跑，造

成血管堵塞，引起“潜水病”。

因此，科学家想到了难

溶 于 水 的 氦 气 。 实 验 测

得 ： 在 0 º C 时， 每 1 0 0 体

积 的 水 中 大 约 仅 能 溶 解 1

体 积 的 氦 气。 人 体 血 液 的

9 0 % 都 是 水， 按 照 一 个 人

的总血量计算，相同条件下

溶解在血液中的氦气也是很

少的 [ 8 ]。科学家把氦气和氧

气按一定比例混合，便制成

了这种特殊的空气——“人

造空气”，并把这种空气装

入钢瓶中，专门供潜水员潜

入深海作业呼吸时使用，以

避免“潜水病”。其次，“人

造空气”使用氦气代替了氮

气，其密度大幅度减小，仅

有普通空气密度的 1 / 3，因

此呼吸“人造空气”比呼吸

普通空气要轻松得多，可以

减轻潜水员的呼吸困难。

( 4 ) 其 他 应 用

稀有气体不与大多数物质

发生化学反应，可以用作保

护气。 比 如 焊 接 精 密 零 件

或 镁、 铝等活泼金属时用稀

有气体来隔绝空气，以及制

造半导体晶体管的过程中，

常用氩气作保护气。氙气的

分子量大，其能溶解在细胞

质的油脂中，促使细胞膨胀

和麻醉，而暂时停止神经末

梢传送，达到麻醉效果。氙

气作为一种理想的麻醉剂，

与其他麻醉剂相比状态稳定，

具有无毒无害、快速诱导、器

官保护等优势 [ 9 ]。由此可见，

氙气在医学上有着良好的应用

前景。在所有气体中，氦气是

最难液化的，其沸点是 -269ºC，

由此可利用液态氦得到接近绝

对零度 ( - 2 7 3 . 1 5 º C ) 的超低

温。氦气作为第二轻的气体，

性质稳定 ， 不 燃 烧 也 不 支

持 燃 烧 ， 可 以 代 替氢气装

入在飞艇中，保障飞艇的安

全性。

二．结语

稀 有 气 体 虽 然 含 量 很

少，但用途十分广泛，文章

中所列举的稀有气体用途只

是凤毛麟角，实际上在各行

各业都可以探寻到稀有气体

的用途，不仅仅是稀有气体，

在现代社会，化学通过自身

的快速发展，渗透并带动着

相关的新材料、新能源、环

境科学、生命科学等领域取

Ã【图 6】潜水图片（图片来源于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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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了 令 人 瞩 目 的发展成果。

因此，作为化学科研者，应

该不断探索，为国家科技的

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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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金属十分神奇，日常生活中它和汞一样以液体的形态呈现，如果你将它滴在易拉罐上，

就会惊奇的发现瓶身变得和纸一样脆，一捅就破，除此之外，将其滴在铜、铁等金属上

同样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简直可称为“金属终结者”。是什么导致了它有如此

的特性呢？今天我们就来走进金属镓的世界。

金属终结者——镓
作者 :	陈艺；Email:	cy1087202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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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属镓是何种元素

镓元素在元素周期表中处于

第四周期Ⅲ A族，纯镓的熔点很

低，仅为 29.78ºC，然而沸点却

高达 2204.8ºC，在夏季大部分呈

液态存在，置于掌中即可熔化。

从以上性质我们便可了解到镓之

所以会腐蚀其他金属，正是由于

其熔点低，液态镓与其他金属生

成合金，便就看到前面所说的神

奇现象。其在地壳中的含量仅占

约 0.001%，直到 140年前，人类

才发现了它的存在， 1871 年，

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在总结元素

周期表时，预测出在锌元素之

后，铝元素下面还存在一种元素，

该元素与铝元素性质相似，将其

称为“类铝元素”。到 1875年

法国科学家布瓦博德兰在研究同

族金属元素的谱线规律时，于闪

锌矿 (ZnS)中发现了一段陌生光

带，从而找到了这个“类铝元

素”，然后以自己的祖国法国 (高

卢，拉丁文 Gallia)命名，符号为

Ga来表示该元素，因而镓成为化

学元素发现史上，第一个被预言，

而后在实验中发现证实的元素。

金属镓在全球中主要分布在

中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

哈萨克斯坦等国，其中我国镓资

源储量占世界总量的 95% 以

上，主要分布在山西、贵州、云

南、河南、广西等地 [1]，在分布

类型上来看，山西、山东等地主

要存在于铝土矿中，云南等地存

在于锡矿中，湖南等地主要存在

于闪锌矿中。镓金属刚被发现之

初，由于他的应用没有相应研究，

人们一直认为该金属是一种可用

Ã【图 1】 金属镓腐蚀铝易拉罐（图片来源于腾讯网）

Ã【图 2】熔化的镓金属（图片来源于网易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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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强的金属，然而随着信息技

术的不断发展，新能源与高科技

并进的时代，镓金属在信息领域

作为一种重要材料才得以受到关

注，其需求量也得到大幅提升。

二、金属镓的应用领域

1. 半导体领域

镓在半导体材料领域中主

要以砷化镓 (GaAs)材料应用最

为广泛，且技术最为成熟，半导

体材料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其

镓的使用量达到了镓总消耗量的

80%~85%，主要应用在无线通讯

领域，砷化镓功率放大器可将通讯

传输速度提升至 4G网络的 100倍，

对于进入 5G时代可谓具有重要作

用 [2]。并且镓因为其热特性、低熔

点、高导热率以及流动性能好等

优点，可在半导体应用领域作为

一种散热介质使用，将镓金属以

一种镓基合金的形式应用在热界

面材料中，可以提高电子元器件

的散热能力和效率。

2. 太阳能电池

太阳能电池的发展经历从早

期的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到多晶硅

薄膜电池，由于多晶硅薄膜电

池的成本过高，研究者们在半

导体材料中发现了铜铟镓硒薄

膜 (CIGS)电池 [3]，CIGS电池具

有生产成本低、能够大批次生

产、光电转换率高的优势，因而

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其次，砷

化镓聚光太阳能电池转化效率较

之其他材料的薄膜电池有明显的

优势，但是由于砷化镓材料的制

作成本高，目前主要应用于航空

航天和军工领域。

3. 氢能源

随着全世界能源危机意识的

加强，人们都在寻求能够取代不

可再生能源，其中氢能可谓脱颖

而出，但是氢气的储存和运输过

程中的高成本和低安全性，阻碍

Ã【图 3】 铜铟镓硒薄膜 (CIGS)太阳能电池（图片来源于搜狐网）

Ã【图 4】铝镓合金制氢流程（图片来源于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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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技术的发展，铝作为地壳中

含量最丰富的金属元素，在一

定条件下可以与水反应制备氢

气，是一种理想的储氢材料，

然而由于金属铝表面极易氧化

生成致密氧化铝薄膜，抑制反

应进行，经研究人员发现将低

熔点的金属镓与铝形成合金，

而镓可以溶解表面的氧化铝涂

层，使得反应能够得以进行，

并且金属镓可以被回收反复使

用。铝镓合金材料的使用极大

的解决了氢能的快速制备和安

全储运，提高为了安全性、经

济性和环保性。

4. 医疗领域

镓在医疗领域多是因为其特

有的放射性能，可用于对恶性肿

瘤进行显像和抑制，镓类化合物

具有明显的抗真菌、抗细菌活性，

通过干扰细菌代谢，最终达到杀

菌目的。并且镓合金可用作制作

温度计，如镓铟锡体温计，一种

新型的液态金属合金，具有安全

无毒且环保的特性，可用于取代

有毒的水银温度计。除此以外，

一定比例的镓基合金替换传统的

银汞合金，作为新型的牙科填充

材料用于临床应用。

尽管我国是世界上镓主产国之一，但是我国的镓行业还存在不少问题，由于

镓是伴生矿，含量不高，镓生产企业分散，产业链存在薄弱环节，开采过程有较

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高纯镓生产能力较弱，主要靠于低价出口粗镓，高价进口精镓。

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镓在信息领域和能源领域的广泛

应用，其需求量也将会迅猛增加，高纯镓的生产技术的相对落后必定会对我国产

业发展有所桎梏，研发新技术为实现我国科学技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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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碳酸铅类白色颜料

使用铅白 (2PbCO3·Pb(OH)2)

来绘画可以追溯到秦代 [1]，铅

白是我国历史上使用最早，记

录最丰富，品种最多样的白色

颜料 [2]，曾用名 :  铅粉、粉锡

作者 :	尹智宇；Email:	yinzhiyujiayou@163.com

你说的白，是什么白

敦煌壁画中飞天的彩绸飘

扬，精美陶瓷上的纹饰鲜艳，文

人画卷上的丰富色彩，无一不体

现着颜料在古人生活和艺术上的

应用。而五彩缤纷的颜料中，白

色又独树一帜。没有色彩倾向的

白，往往能够直击人心。本文就

主要而古老的白色含铅颜料作一

个介绍。

Â【图 1】铅白粉(图片来源于 freepic)

Ã使用了铅白的绘画（图片来源于 free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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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本草经》里这样称呼 )、

铅华等等 [3]。成语“洗尽铅华”

中的铅华就是铅白的别名。从

现代化学的视角来分析，历

史上出现了不同分子结构的

“铅白”。

1、碱式碳酸铅式铅白

碱式碳酸铅的分子式是

Pb3(OH)2(CO3)2或 2PbCO3·Pb (OH)2，

简称铅白，它是一种无机化合物，

不溶于水和乙醇，溶于乙酸、硝

酸和烧碱溶液。这种铅白的性能

较好，现代国画颜料里还能看

到它的身影。又由于它的化学

稳定性较好，朝代更替没有淹

没它的踪迹，历经巨变还能把

它检测出来。秦始皇兵马俑上

就发现过这种铅白的使用痕迹

(如【图 2】)，长沙马王堆汉墓

中织物涂色也用到过这种颜料，

北京普渡寺古代建筑上的彩绘也

使用了这种铅白。现在这种碱式

碳酸铅主要用于生产原漆和白色

颜料，也用来制备陶瓷彩釉和化

妆用品。

2、碳酸铅式铅白

碳酸铅是白铅矿中的主要成

分，分子式为 PbCO3。天水唐墓

出土的，现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的

馆藏——大型 (高约 70cm)彩绘

陶俑就发现了以碳酸铅为基底调

成的各色颜料 : 纯碳酸铅表现为

白色、碳酸铅和辰砂调制成浅红

棕色、铅丹 (Pb3O4)和碳酸铅混

合成橘红色、碳酸铅、石英、方

解石和炭黑表现为中灰色 [4]等

Ã【图 2】兵马俑上的色彩（图片来源于快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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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彩绘陶俑区别于其他一般陶

俑的地方，便是那夺人眼球的“彩

绘”。彩绘中常用到的色彩有

红、黑、黄、白、赭等，而这

些颜色的调配都少不了碳酸铅

的辅助。

二、非碳酸铅类白色颜料

1、硫酸铅 

硫酸铅又名铅矾，分子式为

PbSO4，它大量存在于硫酸铅矿

中。硫酸铅矿在地球上的储量仅

次于方铅矿和白铅矿。硫酸铅矿

属于次生矿石，它是在地质挤压

形成的高压作用和在火山爆发形

成的高温作用共同加持下，由方

铅矿 (PbS)转变而成的。硫酸铅极

难溶于水，不溶于酸，有毒 ! 我

国绘画史上硫酸铅的使用时期相

当久远，应用区域也相当广阔 [3]。

2、氯化铅 

氯化铅 (又称二氯化铅 )，分

子式为 PbCl 2，白色钭方晶系，

不溶于冷水，稍溶于热水 (20ºC)，

有毒！曾在敦煌莫高窟隋 401窟

中发现了它和硫酸铅混合而成的

白色颜料；莫高清朝 321窟中有

些白色就是由滑石、云母、方解

石、氯化铅和白铅矿组成的。氯

化铅作为白色颜料的使用几率不

高，悠悠历史长河中仅仅被发现

存在于少许几处。

三、铅粉的制作

铅白的生产方法有沉淀法和

化学法。关于铅粉的制作工艺，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有详实

的记载。“甑下甑中，各安醋一

瓶，外以盐泥固济，纸封甑缝，

风炉安火四两，养一七。便扫入

水缸内，依次封养。次次如此，

铅尽为度。” 解释来说，就是

在“醋”营造的酸性条件下，铅

与醋酸发生反应，生成醋酸铅；

醋酸铅又和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接

触，生成碳酸铅 [5]。《天工开物》

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更为详细的

是《天工开物》中还提到“……

用细灰接成沟，纸隔数层，置粉

于上将干，截成瓦定形，待干收

货。”细灰就是草木燃烧后剩下

的灰烬，草木灰内含碳酸钾。这

不仅为反应制造了碱性条件，还

提供了碳酸根；“将干”、“待干”

字样说明粉中含水，水为碳酸根

的移动创造了条件，使之顺利产

生碱式碳酸铅。19世纪欧洲使用

的铅白，其制作方式也大同小异。

他们将金属铅条放置在多孔容器

中，将容器置于发酵的粪便棚子

里，发酵过程中产生的弱乙酸和

二氧化碳与铅进行反应，最终形

成白色的铅皮。两种方式所历经

的大致化学过程如【图 3】所示。

Ã【图 3】铅白制作过程的化学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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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大多数情况下不提倡凭借

手工方式进行铅粉制作，因为铅

粉自身存在着较强的毒性，这样

纯手工的制作方式将在很大程度

上损害人体健康。

诸多文人写意的作品中都有

意无意的使用了留白的手法，白

色颜料的使用衍生出带有哲学色

彩的留白文化。留白不是虚无，

而是对内含的补充，对意蕴的缔

造。没有了这一方白，山水树木

便无法自由呼吸，伸缩进退都变

得局促狭隘。留白的手法是对写

意与抽象的艺术表达。云气流转、

雾霭缭绕间传达出的朦胧美、壮

阔美、流动美，将东方韵致的诗

意美学表现的淋漓尽致。

Â图片来源于www.freepi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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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停”畅销几年之后，

澳大利亚医生威廉·麦克布里德

发现，近年来多次出现海豹样

肢体畸形（指没有臂和腿，手

和脚直接连在身体上，很像海

豹的肢体，故称之为海豹肢体

畸形。如【图 2】儿的报道，相

似的是这些畸形儿的母亲都曾

经服用过“反应停”。他怀疑

造成这些婴儿的畸形与他们的

母亲曾经服用过沙利度胺有关

系，于是他将这一发现发表在

国际知名期刊《柳叶刀》上 [1]。

之后陆续有怀孕期间母亲因服

用“反应停”导致生下来的婴

儿畸形的报道，这次事件造成

全球范围内至少 1 万多名海豹

肢体畸形的婴儿，同时因为服

用过“反应停”造成怀孕期母

亲流产数不胜数。这次事件被

称之为“反应停事件”。

作者 :	Dr.WK；Email:	markggwk@163.com

从沙利度胺看手性分子的重要性

Ã【图 1】沙利度胺(反应停)结构式

Ã【图 2】海豹肢体畸形患者（图片来源于搜狐网）

20世纪 60年代，德国格兰泰制药公司发现沙利度胺对于中枢神经

系统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沙利度胺同时具备镇静和催眠的功效，更加值

得一提的是，沙利度胺能够有效抑制妊娠妇女的一些早孕症状如呕

吐等。于是，沙利度胺片剂更换了一种新名字“反应停”，在德国首

先上市，进一步远销世界 40余国家。“反应停”被广泛用于缓解妊娠

妇女的早孕症状。

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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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发现，沙利度胺通常

由等量的 S(-)和 R(+)异构体组成

的外消旋体如【图 3】。S-沙利

度胺具有强烈的致畸性，而 R-沙

利度胺具有缓解妊娠反应、止吐

和镇静等作用 [2]。2018年，Dana-

Farber癌症研究所的研究者发现，

沙利度胺的存在会促进一种叫做

SALL4转录因子的降解，SALL4

的降解会抑制胎儿的四肢等方面

的发育，导致的结果与沙利度胺

造成婴儿畸形的状况一致 [3]。 “反

应停”事件促使科学家们将研究

的目光转向手性结构，研究不同

构型的手性分子作用，从而更加

准确的设计分子，利用分子，造

福人类。

Ã【图 3】不同构型的沙利度胺

21世纪第一顶诺贝尔化学奖的王冠颁给了W. S.诺尔斯、K.B.夏普雷斯和日本名古屋大学教

授野依良治，因为他们在手性催化氢化反应和手性催化氧化方面做了长期的研究，做出了特别杰

出的贡献。2021年，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一个重要的领域—“不对称有机催化”。而这一种催化方式，

恰恰是对各类手性分子、手性药物的制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Ã【图 4】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图片来源于人民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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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图 5】手性分子的球棍模型（图片来源于百度百科）

Ã【图 6】左：有对称面的分子；右：有对称中心的分子

人类的左右手，虽然很相

像，左手也不能和成为镜像的右

手重合。手的这种特征在其他物

质中也是广泛存在的，因此人们

将一种物质不能与其镜像重合的

特征称为“手性”[4]。具有这种

特征的分子称为手性分子，手性

分子具有旋光性。

二、手性及手性分子概念

根据实物和其镜像是否重合去判断一个分子是否为手性分子是特别不方便的。分子的手性是因为分

子内缺少对称因素所引起的，因此对于不含手性中心的分子可以通过判断分子内是否存在对称因素来确

定分子是否有手性。 

1. 不含手性中心的分子

a. 对称面

能把分子切成实体和镜像两部分的平面称为对称面。有对称面的分子都是非手性的分子。

b. 对称中心

假设分子内有一个中心点，通过中心点作任意一直线，在直线上距中心点等距离的不同方向的两端，有相

同的原子或者是基团，该中心点就被作是这一分子的对称中心。有对称中心的分子不是手性分子。

三、手性分子的判断

化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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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性药物有多种不同的异构

体，不同的异构体有不同的活性，

我们可以通过药物和受体位点的

相互作用来解释。如【图 8】所

示，活性药物连有三个不同的基

团，分别为 A、B和 C。药物受

体有三个不同的受体位点分别为

a、b和 c。活性药物的特定结构

可以和受体位点相互作用形成

三个触点 Aa、Bb 和 Cc 来抑制

受体。而其他的结构不能够和

药物受体位点结合，因此不能 用于抑制受体，也就没有活性， 不能够发挥药效。

Ã【图 7】用不同方法标记的含手性中心的分子

Ã【图 8】药物与受体位点作用

2. 含手性中心的分子

在一个分子中某一碳原子上连接有四个不相同的基团或原子，这样的碳原子就称作是不对称碳原子或手性

碳原子。手性碳原子就是一个手性中心。同样的其他原子与四个不同的基团连接也可以成为手性中心。

绝对构型是根据手性碳原子上四

个不同原子或不同基团在“顺序规则”

中的先后顺序来确定的。用 R-S构型

标记。

绝
对
构
型

相对构型是人们指定右旋甘油醛

为 D 构型，左旋甘油醛为 L 构型，

任意的指定，其余的分子以甘油醛为

参照。用 D-L构型标记。

相
对
构
型

四、手性药物识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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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手性分子很普遍

手性是自然界存在的一种

分子不对称现象。例如自然界

存在的糖及核酸都为 D-构型，

而生物大分子的基元材料如

α - 氨基酸，大多数为 L - 构型。

人们发现，生物体内是一个

典型的手性环境，对于一种药

物，药效作用与体内靶分子之

间的手性匹配和手性识别有

关。因此，对于手性药物的研

究就变得尤为重要。许多药物

都是手性药物，不同的对映异

构体有着不同的药效。“反应停”

事件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如【图 9】所示，左氧氟沙

星能够抑制细菌的生长，抗菌

作用强 [5]。而右氧氟沙星几乎无

抗菌作用，相对于左氧氟沙星，

其毒性更大。氧氟沙星含有等量

的左、右氧氟沙星，其抗菌活性

只有左氧氟沙星的 50%。临

床上，左氧氟沙星正在逐步取代

氧氟沙星。左美沙芬具有镇痛活

性，右美沙芬【图 9】具有中枢

镇咳活性，用于抑制延脑的咳嗽

中枢而发挥作用，主要用于干

咳、感冒和咽喉炎等疾病引起

的咳嗽 [6]。氨氯地平是临床上

常用的一种降压药，是很多高

血压患者长期用药的首选，目

前市售的氨氯地平类降压药主

要有：氨氯地平和左旋氨氯地

平。左旋氨氯地平的降压作用

是右旋氨氯地平的 1000倍，发

挥主要的降压作用，而右旋氨

氯地平几乎没有降压作用 [7]。右

旋丙氧芬是一种镇静剂，而其左

旋体则是一种止咳剂；噻吗心安

是一种 β-受体阻滞剂，其 S构型

用于治疗高血压、心绞痛，R构

型用于治疗青光眼。

同样的，手性农药和手性

药物也是类似的情况，往往是

一种农药的另一种对映体起着

有用或者有害的作用。例如金

都尔是一种选择性芽前除草剂，

其活性是前一代都尔的 1.5 倍。

L- 草铵膦是一种具有除草活性

的化合物。茚虫威分子在季碳

原子上具有手性中心，只有 S构

型具有杀虫活性 [8]。甲霜灵是

一种抑制真菌蛋白质合成的杀

菌剂 ,能够抑制马铃薯枯萎病菌

的生长。

Ã【图 9】市售的几种药品（左图来源于百度百科）

左氧氟沙星 右旋美沙芬 左旋氨氯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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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手性分子广泛存在于自然界中，不同的异构体有不同的作用，我们只有更好

研究手性分子的结构，才能更好利用手性分子的作用，服务社会，造福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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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到现在已接近三年时间，但疫情

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全国各地仍

有小规模疫情爆发。全员核酸检

测作为判断人体是否感染新冠病

毒的重要手段，可以直接找到新

冠病毒存在的证据，是我国目前

最主要的新冠病毒检测方式。在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相信每一个

人都进行过核酸检测，核酸检测

目前最主要的两种检测手段是鼻

拭子和咽拭子检测 [1]，人们将这

两种过程戏称为捅鼻子和戳嗓

子。规范的核酸检测往往需要经

历等候区、采集区这两个环节，

此外缓冲区可供医护人员更换服

装和储存检测物资，临时隔离区

可用于隔离疑似感染人群 [2]。不

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场

景，当你在等候区排着队准备做

核酸的时候，随着队伍的逐步向

前，你缓缓走到了登记健康码信

息的医务工作者身旁，这时医生

将一个试剂管交到了你的手中，

它叫做核酸采样管，里面装着红

色的液体。第一次接触到它，你

显得手足无措，只听见医生让你

将它交到前方正在采集区进行

“戳嗓子”工作的另一个医生手

中。你充满疑惑的向前走去，可

殊不知你的身份已经悄悄发生了

作者 :	吕文博；Email:	lwb0564335@163.com

核酸检测管里的红色液体是什么

Ã【图 1】鼻拭子和咽拭子核酸检测（图片来源于新浪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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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没错，恭喜你，你已经

从普通核酸检测者晋升为“捅

领”，此后你将带领十人或

二十人小组参与到国家大型检

测项目当中，享受核酸检测

届的至高荣誉，之后你会被人

们亲切的称为“管长”。在以

你为首的小组做完核酸混检后，

该小组成员的唾液信息就被收

集在你一开始拿着的核酸管当

中，此刻，萍水相逢的几个人，

命运也就被绑定在了一起，此

后“一阳俱阳、一封俱封”。 

虽然你可能已经当过了“管

长”，但核酸采样管里的红色

液体你知道它是啥吗？它究竟

有啥作用？为啥它的颜色是

红色的呢？下面就让我们一

探究竟。

1、核酸采样管的液体是啥

核酸采样管中的红色液体

其实叫做病毒核酸保存液，它

的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保存检测

物中的遗传物质，根据保存液的

种类可分为灭活和非灭活两大类

病毒保存液。应用最广泛的是灭

活病毒保存液，其中最重要的

组成成分是胍盐 [2]，它可以使

病毒蛋白失去生理活性，从而

保护核酸。

胍是一个含氮有机化合物，

也被称为“亚胺脲”、“亚

氨脲”、“氨基甲脒”，是指

脲分子中氧被亚氨基 (=NH)取

代形成的化合物，呈无色结晶

状， 易 溶 于 水， 化学式为：

H2N(C=NH)NH2。胍是很强的一

元碱，其碱性接近于氢氧化钠，

在与空气中的 CO2接触后可以

生成碳酸盐 [3]。胍存在于人体尿

液中，是蛋白质的代谢产物。胍

在碱性环境中不稳定，能够水解

为氨和尿素，因为游离胍难于分

离，在酸性条件下比较稳定，所

以一般以胍盐的形式存在，最常

见的胍盐为盐酸胍，结构式见

【图 3(中 )】，它是一种白色结

晶粉末【图 3(左 )】。盐酸胍是

核酸酶的强抑制剂，但并不是强

变性剂，它在核酸提取中的主要

作用是使蛋白质变性并抑制酶活

性。盐酸胍能够快速破坏细胞膜，

可以使病毒蛋白结构中的氢键断

裂，增加非极性分子含氨基酸侧

链的溶解度，使得蛋白质变性沉Ã【图 2】核酸采样管（图片来源于逗点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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淀，从而让核酸能够摆脱蛋白质

的缠绕，但通常使得蛋白变性的

变性剂浓度需要非常高，因此需

要高浓度的胍盐才能使蛋白完全

变性。除此之外，该类型的保存

液当中还含有一定量的双咪唑烷

基脲，分子式为 C13H20N8O10，结

构式见【图 3(右 )】，是一种防

腐剂，在化妆品行业应用较多 [4]，

在核酸采样管中使用是因为它具

有优异的杀菌抑菌作用，可以抑

制细菌繁殖，因为细菌可以分解

病毒的蛋白质和核酸。除此之

外，核酸保存液中往往还存有一

定的无机盐，主要作用是稳定溶

液的 pH，还有一定量的营养成

分可以保证病毒核酸短时间内不

会发生裂解。核酸保存液的运输

是在低温状态下进行的，一般是

4ºC的低温环境储存，因为温度

越低越利于核酸保持稳定，运输

过程一般在 3h内送到指定检测

机构，进行消毒后由专业人员开

展检测。

Â【图 4】酚红结构式（图片来源于爱化学）

Ã 【图 3】 盐酸胍实物图（左）以及结构式（中）和双咪唑烷基脲结构式（右）；（图片来源于化工网）

该病毒核酸保存液主要有以下优点：

可以在常温下长时间保存，这可以降低病毒样品保存和运输的成本；

保存液中储存有高浓度的胍盐可以高效灭活病毒，可有效避免二次感染。

2、核酸采样管的液体为啥是红色

至于为什么核酸采样管中的溶液呈红色，这是因为其中添加了一种

酸碱指示剂，学名为酚红试剂，酚红是一种三苯甲烷型有机试剂，分子

式为 C19H14O5S，结构式见【图 4】，呈深红色结晶粉末状，能溶于乙醇，

微溶于水，主要用于酸碱指示剂，而酚红试剂其实是由酚红所配制成的

0.02%~0.05%的醇溶液 [5]。它在溶液 pH中性时为橙色，酸性时为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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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图 5】图片来源于小红书

碱性时为红色。当溶液中存在细

菌感染时，会造成 pH下降，溶

液就会由红色变为黄色，因此该

指示剂可以用来判断一些核酸采

样管里的溶液是否被细菌感染，

可以供医护人员在检测前进行判

断，及时弃用无效的采样液。

但既然是红色，因此它还有

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那就是醒

目。由于大规模的核酸检测需要

很多核酸采样管，这些采样管需

要后期送到指定的检测医院去进

行分析，检验科的医生们要进行

加样和洗脱，往往这两个过程中

加样板和洗脱液都是白色的，试

想这个时候送过来的核酸采样液

也是白色的话，势必大大增加了

检测过程的视觉误差，因此会造

成检测结果出错，当采样液为红

色后，可以提高检测人员的工作

效率，避免出错。

3、结语

对于核酸检测采样管中的采样液想必你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认

识，在我国疫情防控的有序进行下，开展有关核酸检测领域的专业科普，

可以解答人们的疑惑，从而更加科学高效的进行核酸检测。最后，让我

们祝疫情早日褪去，经济生活向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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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作为一种世界性的饮品，起源于非

洲大陆，风靡于欧美世界，飞速发展于中国。

近十年来，我国的咖啡消费市场持续保持高速

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超过 15%[1]。可以说，在

很多人的日常生活中咖啡是不可或缺的，续命

全靠它。事实上，我国的咖啡消费市场也已经

从“速溶咖啡”的初级阶段，发展到了“现磨

咖啡”的精品阶段，越来越多的资本与品牌进

入这个市场。如【图 1】，从一开始定位的小

资与轻奢为“星巴克”，随后是遍布都市的“瑞

幸咖啡”，到现在“你爱我，我爱你”的“蜜

雪冰城”也进军咖啡领域 [2-3]。从“速溶咖啡”

到“现磨咖啡”发展升级的背后，除了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和咖啡因摄入的需求，更是咖啡

的品质的提升，尤其是独特的咖啡香味。下文

将对咖啡的香味从形成、成分和影响因素进行

介绍。

咖啡香味的形成

香味是咖啡的重要品质指

标，人类的嗅觉先于味觉感知

到咖啡，且嗅觉能够识别的味

道多达上万种，这就驱使着人

们对咖啡香味的研究。原始的

咖啡豆其实其貌不扬，也没有

强烈的香味。而咖啡的香味主

要是咖啡豆在烘焙过程中产生

Ã【图 1】中国咖啡市场的双雄：星巴克与瑞幸 [4-5]

作者 :	何文绚；Email:	736030493@qq.com

左岸的咖啡，到底美不美？
     ——浅谈咖啡的香味

背
景
介
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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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中历程了非常复杂的物理

化学反应，当咖啡豆进行烘焙时，

咖啡豆的内部可谓是多种物质的

大型化学反应器。

根据烘焙过程中的温度和时

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 起

始干燥期。在这个阶段中，咖啡

豆刚开始受热升温，水分不断地

散失，其香味也转变为奶香味；

(2) 实质烘焙期。当温度进一步

升高，咖啡豆内的化学物质开始

发生物理、化学变化，释放出二

氧化碳气体，形成了多种香气物

质并挥发出来，如有机酸的降

解，绿原酸降解生成阿魏酸、奎

宁酸、酚类物质等；(3) 快速冷

却期。通过冷却终止实质烘焙期

的反应。咖啡在烘焙过程中，随

着烘焙时间的增长，咖啡颜色逐

渐加深，其反应过程非常复杂，

诸如美拉德反应、降解反应（如，

葫芦巴碱降解生成烷基吡啶和吡

咯）、分解反应（如，丝氨酸和

苏氨酸与蔗糖生成吡嗪），从而

形成了上百种富含香味的有机

物，从而使得咖啡具备了独特的

香味 [6]。

咖啡香味的成分

咖啡的香味是决定咖啡品质

的重要指标，对于咖啡香味成分

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

十八世纪末期，咖啡香味的成分

就已经得到研究，如 Reichstein

和 Stauding 检测出了咖啡中多

达七十种咖啡香气物质 [8]。随着

科学技术的发展，超过一千种咖

啡香气物质已经被发现，其中包

括各类酯类、醇类、醛类、酸

类、酮类、酚类、吡啶类、吡咯

类、噻唑类、噻吩类、呋喃类化

合物 [9]。这些香味成分大多具有

挥发性，因而可以产生丰富的气

味，使得咖啡具备了千姿百态的

香味。

综合香味技术分析技术和感

官分析技术，如【图 3】，科研

人员将 28种香气物质确定为咖

啡的特征香气成分物质，以感官

分析特性为分类依据划分出五种

不同香气特征：焙烤香味、泥土

香味、烟熏香味、焦糖香味和水

果香味，如【图 1】,其中 2-糠

基硫醇是关键咖啡呈香物质 [10]。

Ã【图2】咖啡的烘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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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香味的影响因素

基于以上内容，大家是不是

对咖啡的香味的形成和成分有

了初步的认识，那么咖啡是不

是真的都是充满着科技与狠活

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

看看咖啡香味的影响因素是怎

么样的吧。

——咖啡的品种及产地  咖啡树

的种类有 500多种，而真正具有

商业价值的大规模产业化种植的

仅有阿拉比卡种和布罗斯种。其

中，生长于高海拔地区的阿拉比

卡种咖啡豆占据世界咖啡市场的

70%，其风味具有丰富的香气与

高级的酸味，而生长于低海拔地

区的布罗斯种咖啡豆，具有浓郁

香味且强烈苦味。咖啡原产于非

洲，现在广泛种植于南北回归线

之间的多个区域，诸如巴西、哥

伦比亚、巴拿马、肯尼亚、埃塞

俄比亚、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国

家。咖啡产地对咖啡风味的影响

主要在于产地气候、海拔、土壤

和种植技术等因素。如肯尼亚产

Ã【图 3】咖啡的特征香气物质成分

Ã【图4】咖啡世界地图 [12]

化学通讯

26科普专栏



Ã【图5】咖啡的研磨与萃取 [16,17]

的咖啡香味独特，其原因在于在

烘焙后的咖啡豆中的 3-巯基 -3-

甲基丁基甲酸酯含量较高，而 2-

糠基硫醇、愈创木酚和 4-乙基愈

创木酚较低，这使得其焦糖味更

加突出。而厄瓜多尔的咖啡豆在

烘焙后 2-糠基硫醇含量较高，这

就凸显了其焙烤香味的特征 [11]。

——咖啡的烘焙  咖啡的中的香

味主要依赖于烘焙激发出来，在

温度的作用下，咖啡内部的多种

物质发生物理、化学反应从而产

生了不同香气物质成分。咖啡的

烘焙过程主要通过控制烘焙的烘

烤温度、升温速率、烘烤时间

来影响其化学反应路径与程度，

从而对最终的咖啡香气产生影

响。目前研究认为，咖啡在烘

烤过程中于 170ºC 产生坚果

香，180ºC开始产生混合的咖啡

香气，最终在 220-300ºC产生完

整的咖啡香气，而当温度继续升

高至 250ºC，则会产生“过渡烘

烤”，产生不良风味 [13]。升温速

率的影响同样显著。当升温速率

提高时，咖啡豆迅速失水，内部

反应剧烈，二氧化碳气体大量释

放出来，同时加速咖啡香气物质

的挥发 [14]。

——咖啡的研磨与萃取  咖啡的

研磨与萃取是是咖啡饮品呈现的

重要环节，其过程是通过对咖啡

豆的研磨，使其粒度变小，再接

着与水进行萃取，使得咖啡中的

风味成分从咖啡豆固相中转移至

水相中。因此，咖啡豆的研磨方

式、粒度、萃取的温度、时间、

压力等因素都有着显著影响。咖

啡豆的研磨粒度需要适中：过大

的粒度不利于萃取过程，使得咖

啡中的风味物质的提取困难；过

小的粒度则会导致过度萃取，咖

啡饮品中焦糊味过重，且容易堵

塞过滤器。温度是咖啡萃取过程

的驱动力之一，在温度较高

时，萃取的速率与提取率明显

提高，同时也有利于咖啡中一些

风味物质的溶解，但是高温也会

导致易挥发的风味物质散失。

因此，根据相关研究萃取温度

为 88-98 ºC 时，是较为适合

的温度 [15 ]。咖啡萃取的时间

一般较短，在 5分钟内就可以

完成。咖啡中的糖、有机酸和咖

啡因在几秒钟内就可以实现 90%

的提取，而一些溶解度较低的则

需要较长时间。但是，一般萃取

时间不易过长，因为会有不适宜

的物质提取出来（如吡啶，二咖

啡酰奎宁酸等物质），影响咖啡

的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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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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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已经成为了都市生活的一部分，我国也正在一步步形成自己的咖啡品牌与文化。小小的咖啡的

背后隐藏着千丝万缕的化学知识，有机化学、热化学、萃取等等是许多学者探索的宝藏。对于咖啡的研究，

不仅仅是出于对科学知识的深入挖掘，对自然规律的认真探索，更是对美好生活的真正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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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整理 :	嘻歪歪；Email:	yychu@ciac.ac.cn

从燃料电池 Fe-N-C 型催化剂最新顶刊
解读非贵领域发展趋势

前言

燃料电池是氢能利用的关键技术。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受限于缓慢的阴极氧还原反应动力学，需要消耗大

量昂贵且储备有限的铂金属，使用非贵金属催化剂替代铂催化剂是一条具有前景的路线。

然而，非贵金属催化剂结构复杂，研究者们对其了解有限从而无法精准优化其氧还原性能。针对这一问题，

本文总结了 Fe-N-C型这种非贵金属催化剂的最新五篇顶刊研究成果，囊括了非贵催化剂稳定性测试标准、电化

学方法定量计算活性位点、氧还原活性与鲁米诺发光的关系、穆斯堡尔谱学原位表征微观结构演变、分子动力

学模拟氧还原过程等内容，希望可以激发读者的研究灵感。

1. 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 NatureCatalysis：

DOI: 10.1038/s41929-022-00778-3

评估聚合物电解质燃料电池中非

铂族金属氧还原反应电催化剂的

标准化测试方案

本文介绍了一组耐久性测

试标准和详细的性能诊断指标，

以评估燃料电池中非贵金属阴

极催化剂的耐久性。之前的研

究已经证明了非贵金属催化剂

在氮气等惰性气体中不发生降

解，所以区别于贵金属的测试

要求，本测试标准要求在空气

中测试燃料电池阴极非贵金属

催化剂的稳定性。为了防止在

高电位下的碳腐蚀，该标准还

建议循环上限设置为 OCV，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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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图 1】非贵燃料电池建议的标准
测试参数 [1]

不是设置为 0.95V的恒定电压。

在三个国家实验室的协同

研究中，使用两种 Fe-N-C催化

剂对主要耐久性方案进行了验

证，获得了极好的一致性，两

种催化剂在所有燃料电池电压

下的标准偏差值不超过 10%。

跨实验室的研究证实这重要的

测试标准可以可靠地用于评估

非贵金属催化剂的耐久性。这

项测试标准已获得美国能源部

的批准，并被美国能源部电催

化联盟 (ElectroCat)采用，用于

开发并评估新型的非贵金属催

化剂。

2. 以色列巴伊兰大学 NatureCatalysis：

量化燃料电池中原位无贵金属催

化剂的电化学活性位点密度

DOI: 10.1038/s41929-022-007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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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图2】FTacV测试方法的代表数据 [2]

本文报道了使用傅里叶变换

交流伏安法作为一种电化学方

法，用于准确量化非贵金属阴极

催化剂的电化学活性位点密度

（EASD），并在聚合物电解质

燃料电池运行期间跟踪它们的原

位降解。首先，研究者们证明

了使用这种方法可以准确测量

EASD。进一步跟踪了燃料电池

运行期间商用 FeNC催化剂的降

解情况，他们发现高次谐波与

燃料电池性能相关，并且在耐

久性测试期间它们的降低表明

EASD损失不是唯一的催化剂退

化机制。

使用这种方法，能够量化电

化学活性位点密度，这将有助于

阐明燃料电池中非贵金属氧还原

催化剂的原位降解机制。该实验

室下一步工作是重点研究是各种

阴极操作条件的影响，包括不同

活性位点上高次谐波和反应动力

学之间的相关性。

3. 中科院长春应化所汪尔康院士 JACS：

单原子催化剂氧还原反应在阴极

识别鲁米诺电化学发光

DOI: 10.1021/jacs.2c00865

鲁米诺的电化学发光 (ECL)

可以很容易地被氧还原反应

(ORR) 电产生的各种活性氧

(ROS)激发。然而，复杂纳米材

料催化的 ORR涉及多种活性中

间体导致对 ROS作用的认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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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有限。此外，由于鲁米诺在阴

极没有直接电化学氧化，O2向

ROS的转化效率低，鲁米诺的弱

阴极 ECL发射往往被忽视。

单原子催化剂（SACs）由于

可调节的配位环境和结构依赖的

催化特性，被用来揭示内在 ORR

活性和 ECL行为之间的关系。有

趣的是，结合 SAC催化的电化学

ORR和鲁米诺的化学氧化，传统

上可忽略不计的鲁米诺阴极 ECL

得到约 70倍的提升。增强的阴

极 ECL发射通过以受控方式调节

中心金属原子的周围环境来选

择性地产生不同的活性中间体，

从而表现出电子转移途径依赖

性响应。

本工作弥合了 ORR性能和

ECL行为之间的关系，这将通过

合理定制 SAC的 ORR活性和基

于报告的高效阴极 ECL的潜在分

辨 ECL测定来指导扩增传感平台

的开发。在 Fe-SAC的催化下，

首次揭示了鲁米诺溶解 O2在较

低负电位下的阴极 ECL。一系列

实验表明，ECL的发射取决于

ORR的活性和选择性。由于会

产生 O2
•-和 OH•，阴极 ECL优选

具有四电子途径的优良氧还原电

催化剂。目前的工作在 ORR和

ECL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为筛

选催化剂的活性提供了可能。

Ã【图3】Fe-SAC的鲁米诺发光示意图 [3]

4. 德国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 JACS：

DOI: 10.1021/jacs.2c04865

氧还原反应的铁氮掺杂碳型催化

剂中铁配位环境的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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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图 4】FeNC催化剂的ORR过程示意图 [4]

在 FeNC催化剂中，活性位

点是由嵌入延伸石墨烯片中与氮

原子配位的铁离子。本文通过

insitu 和 operando57FeMössbauer

光谱和量子化学建立了一个活

性位点模型。在 operando条件

下新出现的穆斯堡尔信号 D4与

其他穆斯堡尔特征（D2、D3a、

D3b）的丢失相关，这意味着在

测试中发生了结构的演变。与吡

啶氮配位的结构相比，吡咯 N配

位的 FeN4C12被表征为光谱和热

力学相一致的模型，该发现克服

了先前相互矛盾的活性位点结构

分析。

5. 美国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 JACS：

DOI：10.1021/jacs.2c05779

多级计算研究揭示了轴向配体对

Fe-N-C 材料的氧还原反应的重

要性

本文结合从头算分子动力学

模拟和恒定电位密度泛函理论计

算的多级计算方法，评估了关键

ORR中间体的质子耦合电子转移

(PCET)过程和吸附热力学。

计算结果表明，在 Fe-N-C

材料上 ORR 可能的决速步是

FeIII-OOH中间体的形成。在整

个催化循环中，水分子与铁中心

轴向连接的活性位点模型产生的

结果与实验测量结果一致。特别

是可靠预测与 FeIII-OH转化为

FeII和解吸 H2O相关的 ORR起

始电位和 Fe(III/II)氧化还原电位

需要轴向 H2O共吸附到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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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对第五配位而非四配位活

性位点的观察对 ORR的热力学

和机制具有重要意义，该发现强

调了溶剂 -底物相互作用和表面

电荷效应对于理解实际电化学条

件下的 PCET反应机制和过渡金

属氧化还原对的重要性。

Á【图 5】分子动力学方法模拟 Fe-
N-C材料的氧还原过程示意图 [5]

翻译整理 :	泓焱；Email:	2094294428@qq.com

重磅！降解抗生素，它功不可没

水系统中抗生素污染物的存

在和风险是公认的环境问题，引

起了特别的关注。磺胺类和氟喹

诺酮类作为重要的抗生素被广泛

应用。此外，它们不能被人和动

物完全代谢，然后可能被释放到

水生环境中。此类污染物的持续

排放将导致对水生生物的生态毒

理学效应，并促进细菌的耐药性。

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污染物使用

高效的处理技术。

作为有效的高级氧化工艺 

(AOP)，光催化技术显示出许多

优势，包括高效，清洁和可持续

性，可去除难降解和剧毒污染

物，实现无害。通过在光催化体

系中加入氧化剂 (H2O2、过硫酸

盐 (PS) 、过氧化一硫酸盐 (PMS) 

等 ) 构成的异质光芬顿或光芬顿

类体系可以进一步增强污染物，

尤其是抗生素的降解。氧化剂可

以捕获催化剂的光生电子以促进

载体的分离，并被某些催化剂单

独激活以生成活性氧 (ROSs)。此

外，光生电子可以参与催化剂中

一些多价金属的循环，这保持了

催化剂的稳定性。与传统的 H2O2

光芬顿体系相比，基于 PS/PMS

的光芬顿体系在污染物去除方面

表现出较高的效率。

本文整理了最近一个月内利

用类光芬顿体系高效降解污染物

的文献，尤其是对抗生素的降解，

以供读者把握前沿热点。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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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光催化过硫酸盐 (PS)氧

化工艺在污染物去除方面的优异

表现，作者团队成功制备了铁钨

氧化物改性富氧含缺陷  氮化碳

(ITOs/OCNv)S型异质结复合材

料，并制备了类光芬顿体系。(Vis/

ITOs/OCNv/PS)被构建用于降解

抗生素污染物。结果表明，ITOs/

OCNv复合材料具有较大的比表

面积和丰富的多孔结构。此外，

复合材料中富氧官能团的原位引

入和大量的 N和 O空位缺陷增强

了对可见光 (Vis)的吸收和电子

转移。重要的是，形成的 S 型异

质结改善了光生载流子的分离。

磺胺二甲嘧啶 (SMZ)和环丙沙星

(CIP)在最优 Vis/5% ITOs/OCNv/

PS 体系中的降解效率分别为

99.6%和 99.5%，分别是 Vis/5% 

ITOs/OCNv 体 系 的 1.69 和 2.34

倍 (40分钟后分别为 SMZ 58.9 % 

和 CIP 42.6 %)。这将为持久性污

染物去除提供新的思路。

1、铁 - 钨氧化物改性富氧碳氮化物，具有缺陷 S 方案异质结，用于促进光芬顿污染物的去除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cej.2022.138629

文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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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苯二甲酸酯 (PAEs) 作为

一种常见的增塑剂，已被广泛

用于提高多量物质的柔韧性和

可加工性，从而导致其在土壤

和废水中的广泛分布。作者团

队开发了一种三元体系 - 水铁

矿 -H2O2 -亚硫酸氢盐体系。 结

果表明，在 40min内，以硫酸铁、

H2O2和亚硫酸氢盐的最佳浓度分

别 为 1.0g/L、5.0mM 和 2.0mM

时，水铁矿 -H2O2 和亚硫酸氢

盐的三元体系可去除总 DMP的

86.6%。电子顺磁共振 (EPR)分

析和自由基猝灭实验结果表明，

羟基自由基 (·OH)是 DMP降解

的主要反应物种。亚硫酸氢盐通

过与铁物种络合，可加速 Fe(III)

还原为 Fe(II)，从而使 H2O2体系

中的 OH生成量增加约 4倍。 此

外，在没有任何改性的情况下，

硫酸铁表现出良好的可回收性，

如 DMP的催化降解效率几乎没

有下降。 因此，作者的研究除了

能有效地降解废水中的 PAEs外，

还将为基于双硫基非均相类芬顿

反应的原位土壤修复技术提供新

的思路。

2、水铁矿 -H2O2 体系亚硫酸氢盐辅助表面类芬顿降解邻苯二甲酸二甲酯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cej.2022.139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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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项工作中，作者团队构

建了一种基于紫磷 (VP)-Fe3O4

的高效光催化 -自 Fenton体系，

以实现显着的降解性能。VP-Fe3O4

与水下气泡等离子体 (UBP)结合

后，在 VP含量为 15 wt%时，诺氟

沙星 (NOR)降解率高达 91.8%，

比单独使用VP-Fe3O4 和UBP时分

别提高了 77.3%和 22.2%。羟基自

由基已通过自由基捕获测试证明

在 NOR去除过程中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VP-Fe3O4与 UBP 的

协同降解能力也高于众所周知的

还原氧化石墨烯 -Fe3O4，这是由

于 VP具有优异的还原性和给电

子能力，促进了 Fe(II)/Fe(III) 的

循环。在芬顿反应中。VP-Fe3O4

还可以消耗 UBP产生的 O3，增

强原位 H2O2 的产生。此外，通

过 Fenton反应有效利用 H2O2 提

高了 •OH 的生成。放电 24 小

时后，电子自旋共振检测到

DMPO-OH的清晰信号，进一步

证实了协同系统在没有额外试剂

的情况下可持续再生 •OH。基于

密度泛函理论 (DFT)计算和协同

处理期间确定的 NOR 降解副产

物，提出了三种可能的降解途径。

最终，作者阐明了 VP-Fe3O4/UBP 

体系中的协同降解机制。

3、紫磷 -Fe3O4 光催化自芬顿体系与水下气泡等离子体耦合高效去除水中诺氟沙星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cej.2022.139481

化学通讯

37 科学进展



作者带领团队在自支撑二氧

化钛 /氮掺杂碳纳米纤维 (TiO2/

NCNFs)上垂直生长三角相 (1T)/

六方相 (2H)MoS2构建了一系列

1T/2H MoS2@TiO2/NCNFs 四 环

素 (TC)的类芬顿和类光芬顿降

解。发现金属 1 T相MoS2有利于

类 暗芬顿反应，但适当的双相

1T/2H MoS2有利于类光芬顿反应。

这取决于 1 T MoS2的高电子传输

速率和 2H MoS2的光催化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垂直结构的 MoS2

纳米片在促进 H2O2活化方面比

相位调节更有效。在黑暗中，优化

的垂直 1 T/2H MoS2@TiO2/NCNFs

的反应速率常数为 0.0246 min-1，是

堆叠MoS2 (0.0015 min-1) 的16.4倍。

淬灭实验表明 •O2
-、•OH和 h+都参

与了类光芬顿反应，而 •OH主导

了类暗芬顿反应。研究并提出了

可能的 TC降解途径。此外，优化

后 的 1 T/2H MoS2@TiO2/NCNFs

表现出优异的稳定性、可回收性

和适应性。作者团队的这项工作

对于设计高效的 MoS2类芬顿或

类光芬顿催化剂具有指导意义。

4、MoS2@TiO2/N 掺杂碳纳米纤维具有优异的类芬顿和类光芬顿活性，具有相调节和垂直生长的 MoS2 纳米片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cej.2022.139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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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带领团队采用微波法

制备了具有丰富表面氧空位的

Fe-BiOBr复合材料，实验和理

论计算表明，表面氧空位大大增

强了协同光催化 -Fenton降解性

能。苯酚的协同降解速率常数分

别是光催化和 Fenton反应的 49倍

和 3.02倍，添加不同阴离子后，

苯酚的降解活性仍高达 90%。此

外，作者还详细讨论了 Fe掺杂

量，H2O2浓度，苯酚溶液的浓度

和 pH对降解活性的影响。猝灭

实验和 EPR测试结果表明，羟基

自由基是协同降解过程中最重

要的活性物种，超氧自由基和空

穴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

F e - BiOBr 光 催 化 Fenton 协 同

体系还具有去除其他有机污染物 

(双酚 A、2,4-二氯苯酚、MO、

MB和 RhB) 的能力，特别是焦

化废水的 COD 和 TOC 去除效

率 63.6% 和 53.8%。在有机废水

处理中具有重要的应用潜力。

5、Fe-BiOBr 复合材料表面氧空位富集光催化 -Fenton 协同降解有机污染物和焦化废水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cej.2022.138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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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手

性，特别是手性药物已经引起了

制药行业的极大兴趣，但对映体

的智能和灵敏分离仍然是一个重

大的科学挑战。Hang等将超分子

包覆手性转录与界面超组装策略

事关手性！膜的应用
翻译整理 :	哈比布；Email:	lwb0564335@163.com

手性现象在自然界中无处不在，蛋白质、糖、核酸和其他构成生物体的物质分子都具有

手性。外消旋溶液中的对映体具有相同的理化性质，但不同对映体的生物活性有显著差异。

因此，实现手性物质的对映选择性分离在制药、农化和食品添加剂行业中是必不可少的。已

经报道的手性分离方法包括化学、生物、晶体种子、机械、色谱和膜基分离。其中，膜基手

性分离因其能耗低、稳定性好、连续操作、易于放大等优点，成为最有前景的对映体分离候

选方法之一。

一、背景介绍

二、文献分析

1、超组装手性介孔结构异质膜用于智能灵敏耦合加速对映体分离

论文链接：https://doi.org/10.1021/jacs.2c04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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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量微通道膜具有大规

模分离的潜力。然而，它被较

差的对映选择性所阻止。因

此，开发高对映选择性的微通

道膜对大规模手性分离具有重

要意义。Feng 等将手性金纳米

粒子纳入微通道膜，以缩小大

孔并提高对映选择性。金纳米

粒子被 L- 苯丙氨酸衍生的柱芳

烃功能化 (L-Phe-P6@AuNPs)

作 为 R 苯 基 甘 醇 (R-PGC) 在

其对映体上的手性受体。这种

手性金纳米粒子涂层微通道膜

(L-Phe-P6@AuNPs 微通道 ) 显

示 R-PGC 的 选 择 性 为 5.40，

通量为 140.35 nmol·cm-2·h-1，提

高了对映选择性，确保了其通

量。L-Phe-P6@AuNPs微通道膜

实现了 PGC的对映体分离，最大

ee%为 93.5%，是 L-Phe-P6微通

道膜的 20倍。与文献报道的纳米

通道膜的对映选择性和通量相比

L-Phe-P6@AuNPs微通道具有手

性分离的对映选择性和通量优势。

2、柱 [6] 芳烃功能化微通道膜的高手性选择性拆分

论文链接：https://doi.org/10.1021/acs.analchem.2c01054

相结合，开发了一种新型的智能

异结构手性膜装置。所得的不对

称手性膜为离子和手性分子的持

续选择性转运提供了可进入的途

径。该手性膜采用叶酸 (FA)作为

手性模板，通过堆积和自组装，

仅通过手性转录使膜具有对映选

择性。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流动

定向过滤制备超组装在多孔阳极

氧化铝 (AAO)载体上的手性层时，

新实现的不对称杂化膜由于其新

颖的不对称结构、孔隙率和丰富

的手性表面，可以有效地、可持续

地扩展其在一系列对映体拆分中

的应用 ;同时，异质结构促进了膜

的偶联加速对映体分离 (CAE)机

制，使膜具有较高的通量 (如 l-精

氨酸为 1.82 μM·cm-2·h-1)和较高的

分离因子 (如 L-精氨酸为 7.52)，

分离效率比手性转录本纳米粒子

高 170%。此外，异质结构手性

膜表现出很强的阳离子选择

性。这些结果为智能和灵敏的对

映体分离多功能膜的探索开辟了

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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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柱状 [5] 芳烃功能化分子印迹膜手性选择分辨率的高度提高

在简单快速的条件下实现手

性化合物的有效分离是一项具有

挑战性的任务。为了解决这一

问题，Wang等采用在生物半透

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分子印迹

膜 (MIM)技术，以 S-三甲酰胺

为模板分子，通过光引发聚合成

功制备了 MIMs。通过添加 1,4-

双烯丙氧基大环分子 [5]芳烃作

为功能单体，提高了目标分子手 性识别位点的有效性，从而提高 了 MIM的手性选择性，优化了

论文链接：https://doi.org/10.1021/acsapm.2c01100

膜基手性分离是一种高效分

离手性分子的新方法。理想情况

下，该膜应该能够获得良好的对

映体选择性，同时在恶劣的溶剂

中保持高稳定性。然而，在恶劣

的有机溶剂环境中，用于手性分

子分离的工程膜仍然是一个巨大

的挑战。Ong等以 (2-羟丙基 )- 

β- 环糊精 (HP-β-CD) 为手性选

择剂，制备了一种新型薄膜复合

纳滤膜，用于在有机溶剂中分离

苯乙醇外消旋手性化合物的对映

体。在非极性正己烷中，R-苯乙

醇的对映选择性比 S-苯乙醇的对

映选择性高 60 ~ 80%。结果表明，

HP-β-CD对对映选择性起关键作

用，不含 HP-β-CD的膜没有手性

选择性。

分子对接计算证实了实验结

果，S-苯乙醇与 HP-β-CD的平

均自由结合能高于 R-苯乙醇，

说明 S-苯乙醇与 HP-β-CD的配

合物具有更高的热力学稳定性和

更强的相互作用。此外，HP-β-CD

与聚酰胺层之间的交联网络使该

膜在非极性溶剂中具有溶剂稳定性。

此外，该膜具有良好的溶剂渗透性，

分子量截止值约为 650 g·mol-1。

3、利用手性选择性和耐有机溶剂薄膜复合膜分离外消旋混合物的对映体

论文链接：https://doi.org/10.1021/acsami.1c2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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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基手性分离已引起广泛的

研究关注。然而，传统的手性膜

仍然是通透性和选择性之间不可

逾越的平衡。手性共价有机框

架 (CCOFs)具有固有的高孔隙率

和固有的手性，是非常有前途的

解决方案。Luo等报道了用于手

性药物对映体分离的新型 CCOF

膜。采用 β-环糊精共价有机框架

(β-CD COF)作为手性选择物，

通过对醋酸纤维素底物进行物理

和化学改性，制备了 β-CD COF

混合基质膜 (β-CD COF MMM)

和 β-CD COF 薄膜纳米复合膜

(β-CD COF TFN)。特别是，β-CD 

COF TFN是首次报道的用于对

映体分离的界面聚合 COF膜，

其 性能 优于 β-CD COF MMM。

采 用 β-CD COF TFN 得到 D,L-

色 氨 酸 (ee%=100%)、(RS)- 扁

桃 酸 (ee%=58.1%)、D,L- 苯 丙

氨 酸 (ee%=36.3%) 和 (RS)- 普

萘洛尔 (ee%=18.0%)的最佳对

映选择性和相当的溶质通量

(f lux=1.9~5.4 nmol.cm-2.h-1)。得

益于 β-CD COF 优异的化学稳定

性，该膜还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

耐酸性和长期储存稳定性。此外，

利用分子对接模拟研究了手性识

别机理。制备出的对映体分离性

能高、稳定性好的手性膜为制备

手性膜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工

业应用潜力。

5、β- 环糊精共价有机骨架修饰醋酸纤维素膜对映体拆分手性药物

论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j.seppur.2021.120336

模板分子、单体和交联剂的摩尔

比。在此基础上，考察了非MIM 

(NIM)、 单 单 体 MIM(mimi) 和

双单体 MIM(mimi-ii)对三唑酮

对映体的分离效果。发现 mimi

的对映体过量 (即 ee%)值大于

NIM，但 mimi的值仍然很低。

第二单体加入大环分子柱 [5]芳

烃时，其 ee% 由 27.4% 增加到

84.8%。该研究揭示了大环分子

柱状芳烃作为功能单体在提高印

迹材料选择性方面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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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过滤吸附在海水中铀资

源的勘探和降低核工业含铀废水

的环境风险方面引起了越来越多

的兴趣。对于大多数过滤吸附剂，

重复过滤、高膜厚和高压通常是

实现高截留率和高过滤通量的必

要条件。作者团队在使用纤维素

原纤维在原位偕胺肟化过程中优

先从轻木次生细胞壁的木质素贫

海水中的宝藏，你真的知道吗
文献解读 :	泓焱；Email:	2094294428@qq.com		

核电是一种新兴的环保能源，具有能量密度高、二氧化碳排放量低等优点，有望替代传统化石

燃料。铀是核能发电的主要燃料，但陆地上的铀储量只有 7.6亿吨，仅能供应几十年。幸运的是，海

洋中含有超过 45 亿吨的铀，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铀消耗量。因此，迫切需要制定高效、低成本的从

天然海水中提取铀的策略。最近，研究人员使用了多种方法来捕获铀，例如离子交换、共沉淀、溶

剂萃取、生物处理、超导磁分离和吸附。在这些方法中，吸附作为最主流的技术被广泛接受，因为

它具有效率高、成本低、操作方便等优点。因此，许多吸附剂如低维纳米材料、多肽、功能蛋白、

细菌、偕胺肟功能化材料和聚合物纤维膜是新开发的用于从海水中选择性提取铀。

本文整理了使用不同的材料从海水中高效提取铀的最新进展，带领读者一览前沿文献。

文献分析

1、将酰胺肟化纳米纤维气凝胶封装在木材细胞管胞中，以实现铀离子的高效级联吸附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21/

acsnano.2c06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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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疏水相互作用和氢键自组装实现的具有高吸附能力和抗粘附性能的聚丙烯膜用于从海水中提取铀

乏层剥离。通过在其细胞管胞中

保持蜂窝状细胞微结构和纤维素

气凝胶填充物，所得纳米木材显

示出优异的机械性能 (例如，横

向抗压强度 ~1.3 MPa)和大表面积

(~80 m2·g-1)。作者团队发现当它

们的细胞管胞垂直于流动排列并

且边缘用热固性聚合物密封时，

它们可以作为高效的高压过滤膜

来捕获水生铀离子。类似于典型

的级联过滤系统，滤液依次通过

层状组织的细胞管胞，通过细胞

壁上丰富的微孔，在压力下实现

> 99%的高截留率和 ~920 L·m-2·h-1 

的通量高达 6 bar(膜厚度为 2 毫

米 )。因此，作者的这项研究不

仅提供了一种原位生产坚固木材

的方法，将功能性纳米纤维素封

装在其细胞管胞中，而且还提供

了一种高效提取含水铀的可持续

途径。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

j.cej.2022.138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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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团队开发了一种温和的

策略，借助溶菌酶预涂层和溶菌

酶与植酸的层层自组装，对疏水

性 PP膜进行功能化。由于自组

装具有良好的可控性，功能涂层

的含量和厚度可以线性调节。由

于溶菌酶和植酸均含有丰富的含

氧官能团，有利于铀的吸附，因

此溶菌酶 -植酸涂层改性聚丙烯

膜对铀的吸附量可达 90 mg-U/g膜

(2143.83 mg-U/g涂层 )以上。此外，

改性 PP膜具有良好的抗污染、抗

菌性能和稳定性。即使在含有细

菌和模型污染物的初始铀溶液中，

经过 5次循环后，吸附性能仅下

降 27.7%。作者还利用膜过滤的

优点，将改性的 PP MEM膜应

用于动态过程。吸附量随着流速

和层数的增加而增加，这是因为

更多的铀酰离子可以与吸附位接

触。因此，当铀浓度与天然海水

中的铀浓度相同时，改性 PP膜

在15天后可获得1.15mg/g的铀。

3、通过电吸附和电催化还原耦合过程通过层状 2D/2D 磷酸铌 / 多孔石墨烯结构捕获铀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

j.jhazmat.2022.13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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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团队通过磷酸铌在多

孔石墨烯纳米片上的原位生长，

设计了一种 2D/2D 片对片的

HGNbP 纳米复合材料，并首次

展示了其通过电吸附和电催化

还原耦合过程高效去除 URA 的

潜力。从形貌和结构分析，

HGNBP 具有较少堆积的松散

层状骨架，具有开放的磷酸铌

多晶结构，石墨烯纳米片上具

有丰富的纳米孔。由于其独特

的结构特征，它表现出增强的

比电容 (757.4 F·g-1)、电导率和

离子 / 电荷转移能力。电吸附

实验表明，HGNBP 表现出快

速吸附特性在 1.2 V 下的动力

学，在 50 mg·L-1 U(VI) 溶液中 

30 分钟内去除率高达 99.9%，

在 1000 mg·L-1 U(VI) 溶液中的

吸附容量高达 1340 mg·g-1解决

方案。同时，也实现了对铀的

良好可回收性和选择性。最后，

还阐明了物理化学吸附、电吸

附以及电催化还原的协同效应，

有助于其快速动力学、高吸附

容量和优异的选择性。因此，

作者的研究为有效去除水溶液

中的铀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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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吸附被认为是从海水中提

取铀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因为这

种方法可以在吸附剂表面聚集超

低浓度的铀酰离子，从而获得更

高的吸附容量和吸附率。然而，

海洋微生物和污染物也会迁移

到吸附剂表面，造成严重的抑制

作用。在此，作者团队在原始电

极通过方便的类淀粉样蛋白组件

进行修饰，展开的牛血清白蛋白 

(BSA) 涂层不仅提供了对铀的吸

附位点，而且还使电极具有出色

4、淀粉样涂层修饰电极促进海水中铀的电吸附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16/

j.cej.2022.138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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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团 队 通 过 AN/AA 的

RIGP和偕胺肟化反应制备了一

系列具有不同 DGs的 AM吸附

剂。AM吸附剂具有突出的亲水

性、优异的亲和性且吸附性能的

研究结果表明，DG与吸附量的

关系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当 DG

较低时，它具有较少的功能吸附

位点和较好的可及性。官能团的

数量限制了其吸附能力的提高，

但其确实具有较快的吸附速率。

然而，在高 DG下，功能性吸附

位点充足，但吸附位点的可及性

较差，限制了吸附性能的提高。

因此，具有大量可接近吸附位点

的合格吸附剂可以具有高且快速

的吸附性能。同时，AM吸附剂

具有优异的机械性能，可重复使

用 10次以上的连续吸附 -脱附 -

再生测试，使用周期和寿命长。

这种新型膜吸附剂为海水提铀提

供了新动力。

的防污和抗粘附性能。即使在各

种污染物和微生物的干扰下，改

性电极也能实现优异的可重复使

用性和长期稳定性。修饰电极的

平衡吸附容量高达 2850 mg/g。

更重要的是，优异的抗污染和抗

粘附性能使得电极在暴露于污染

蚂蚁时只会遭受轻微的性能下

降。相比之下，没有突出防污性

能的其他吸附剂（如 PAO）的吸

附能力和可重复使用性会显着下

降。作者的工作不仅首次提醒了

电吸附中结垢现象不可避免的影

响，而且还开发了从海水中捕获

的候选吸附剂。

5、先进的胺肟化聚乙烯纳米纤维膜用于实际从海水中提取铀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21/

acssuschemeng.2c0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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