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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快讯 

※※※※  
  

上海硅酸盐所在高比能锂/钠金属电池正极材料研究

中取得重要进展 

以金属锂/钠为负极的二次锂/钠金

属电池，凭借负极极高的理论比容量和

极低的反应电位拥有远超商业化锂离子

电池的能量密度与功率密度，在电动汽

车和基于绿色电网的大规模储能体系中

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具有远超传统嵌

入型正极能量密度的氟化物和硫化物转

化反应正极，相比 S8和 O2分子型正极具

有更高的振实密度以及更优的电化学稳

本期导读 

 上海硅酸盐所在 3D 打印生物

陶瓷支架表面微纳米结构调

控骨-软骨一体化修复研究方

面取得重要进展（见第 7版） 

 新型材料有望为骨关节炎提

供新的治疗方式（见第 10版） 

 美国科学家发布量子计算可

行性评估报告（见第 15版） 



 —2— 

定性，在无需过量导电添加剂辅助的情况下，即可实现活性物质的高载

量和紧致的电极网络。因此，开发高倍率、长循环的氟基/硫基正极是实

现更高比能二次碱金属电池商业化的潜在途径。在这些适配正极材料中，

经济环保的 Pyrite 矿物相二硫化亚铁（FeS2）通过四电子的转换反应具

有很高的理论比容量（894 mAh/g）。FeS2作为硫系正极，在醚类电解液中

的稳定性远好于单质硫，其晶格中 S-S 键被 Fe-S 键“稀释”而潜在减少

了循环过程中多硫化物的形成与溶解，因此，Li/Na-FeS2电池的循环稳定

性更优异且不需额外的电解液添加剂（如 LiNO3）来加固 SEI 层。另外，

FeS2自身便是良好的电子导体，其放电产物 Fe纳米畴也可作为颗粒内部

的电子配线，实现内建的混合导电网络，因此无需复合大量的非活性导

电基质而降低整体电极的储能效率。但是，Li/Na-FeS2电池在循环过程中

仍然存在多硫化物溶解的问题，其反应动力学和倍率性能不佳等问题仍

亟需解决。  

针对常规的电极改性方法（例如纳米化和碳包覆）对 FeS2 正极性能

提高有限的难题，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李驰麟研究员团队提出

了实现高倍率和长循环 FeS2 正极的紧致颗粒堆叠粘合和颗粒表面氟化的

新型改性策略。相关成果发表在美国化学会旗下著名刊物 ACS Nano 上

（DOI: 10.1021/acsnano.8b06660）。在该工作中，研究团队通过热硫化

离子液体粘合的开框架氟化铁前驱体，成功实现了具有减薄氟化碳层包

覆（小于 2nm）且颗粒紧密粘合的高载量 FeS2正极材料的制备。颗粒粘合

和包覆减薄促进了颗粒内外的混合导电网络的贯通，表面氟化也改善了

电极-电解质界面的电荷和质量传输动力学，加速了 Li+/Na+驱动的多相

异质界面处和相邻晶粒间的转换反应蔓延，消除了多硫化物的溶解，显

著提升了整体电极的反应动力学，实现了高倍率、长循环的 FeS2基锂/钠

金属电池（在 1C倍率、循环 1000 圈后的可逆储锂容量仍为 425 mAh/g，

在 2C 倍率、循环 1200 圈后的可逆储钠容量仍可达 450 mAh/g）。即使在

10000 W/kg 的大功率密度下，FeS2物质的储锂/储钠能量密度仍分别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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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和 350 Wh/kg。离子液体和氟基材料的交联可成为表面氟化加强的有

效手段。  

 李驰麟研究员团队长期致力于锂/钠金属电池高比能正极材料的

研究，前期已经通过调节 Fe-F八面体的拓扑排列方式和引入功能通道填

充剂（如水分子和钾离子）率先开发出一系列的开框架氟化铁正极材料，

如：烧绿石相 FeF3·0.5H2O（J. Am. Chem. Soc. 2013, 135, 11425-11428）、

六方钨青铜相 FeF3·0.33H2O（Chem. Mater. 2013, 25, 962-969）、四方

钨青铜相 K0.6FeF3（J. Mater. Chem. A, 2016 ,4, 7382-7389）、立方钙

钛矿相 KFeF3（Adv. Funct. Mater. 2017, 27, 1701130），并利用微相

分离型离子液体的离子热氟化法开发了转换反应可逆的大颗粒脱水钨青

铜相氟化铁（J. Mater. Chem. A, 2016, 4, 16166–16174）。     

该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的

资 助 和 支

持。 

 

 

 

 

 

 

 

 

 

 

 

基于超薄氟化碳包覆和紧致颗粒堆叠粘合的 FeS2正极的高倍率、长循环、

高比能的锂/钠金属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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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Petr Prusa博士与乌克兰科学

院晶体研究所 Roman Yavetskiy 博士、

SerhiiParkhomenko 博士到上海硅酸盐所开展学术交

流与合作研究 

应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透明陶瓷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江研究

员的邀请，在中国科学院-捷克科学院和“俄乌白”国际交流合作项目的

资助下，捷克科学院物理研究所PetrPrusa 博士与乌克兰科学院晶体研究

所 Roman Yavetskiy 博士和 SerhiiParkhomenko 博士分别于 11 月 11 日

和 19 日到上海硅酸盐所进行为期两周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11 月 21

日上午， PetrPrusa 博士和 Roman Yavetskiy 博士分别作了题为

“ Amplitude spectrometry as a tool for scintillation 

characterization”和“Effect of rare-earth doping on the sintering 

and functional response of YAG:RE transparent ceramics (RE=Nd3+, 

Yb3+)”的学术报告。报告会吸引了近 30 名科研人员和研究生参加。上

海硅酸盐所副所长杨建华出席报告会。报告会由李江研究员主持。      

杨 建 华 对 Petr Prusa 博 士 和 Roman Yavetskiy 博 士 、

SerhiiParkhomenko 博士一行到上海硅酸盐所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表示

热烈欢迎。他表示，上海硅酸盐所将继续加强对双方共同感兴趣课题的

研究和探讨，不断巩固、深化、拓展相互之间的合作。     

Petr Prusa博士主要介绍了利用脉冲高度谱分析材料的闪烁性能（主

要包括光产额，能量分辨率和非线性特性等）和 Ce、Mg 共掺镥铝石榴石

（Ce,Mg:LuAG）单晶外延薄膜的最新研究进展。Roman Yavetskiy 博士主

要介绍了 Nd3+和 Yb3+对 YAG 陶瓷致密化过程、光谱性能以及激光性能的

影响。同时，他对 Nd3+和 Yb3+掺杂 YAG 中发光中心的结构以及对应的能

级分布进行了分析。报告会精彩热烈，参会人员与两位专家进行了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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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和交流，并达成了今后继续开展相关合作的意向。     

Petr Prusa 博士于 2007 年至今在捷克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负责

脉冲高度谱实验装置（光输出测量等）和闪烁响应动力学测量（衰减曲

线）。主要从事外延石榴石闪烁体的研究。同时，Petr Prusa 博士也在布

拉格捷克技术大学核科学与物理工程学院剂量学和电离辐射应用系任讲

师，主要讲授电离辐射探测器等相关主题。 

Roman Yavetskiy 博士毕业于乌克兰哈尔科夫国立理工大学，自 2000

年起就在乌克兰科学院晶体研究所工作，2013 年获中国科学院外籍“青

年科学家”项目资助，目前是复合多晶材料部门主任、首席研究员。主

要研究方向包括氧化物纳米粉体的制备、纳米粉体的固相烧结、氧化物

光学陶瓷的结构-相态研究以及纳米结构陶瓷的制备等。目前已在国际重

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79篇。 

 

捷克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Petr Prusa博士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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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科学院晶体研究所 Roman Yavetskiy 博士作报告 

 

部分与会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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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硅酸盐所在 3D 打印生物陶瓷支架表面微纳米结

构调控骨-软骨一体化修复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骨-软骨缺损是临床常见疾病。由于软骨和软骨下骨具有不同的生理

功能和微结构，因而骨-软骨及其界面一体化修复极具挑战。中国科学院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吴成铁研究员与常江研究员带领的研究团队在前期研

究中，提出了利用多种无机活性离子的共同作用诱导骨-软骨一体化修复

的思想，并设计了一系列不同组成成分的（Li，Mn，Sr，Si 离子等）3D

打印生物陶瓷支架，并有效地对兔子骨-软骨缺损进行一体化修复（Adv. 

Funct. Mater., 2014, 24: 4473-4483. Adv. Funct. Mater., 2017, 27 

(36), 1703117. Appl. Mater. Today, 2018, 10: 203-216. Theranostics, 

2018, 8(7): 1940-1955. Biomaterials, 

doi.org/10.1016/j.biomaterials. 2018.04.005）。在此研究基础上，

最近该团队提出利用 3D 打印生物陶瓷支架表面微结构调控骨-软骨及其

界面一体化修复的思想，并取得重要进展。该研究成果被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adfm.201806068R1) 杂志接收（该论文第一作

者为邓翠君博士，指导导师为吴成铁研究员）。  

该团队利用 3D 打印和原位生长相结合的方式，制备了有序大孔结构

生物陶瓷的支架，并在支架表面原位生长微米/纳米磷酸钙晶体。这种制

备方式使不同形貌的磷酸钙晶体能稳定生长在陶瓷支架表面，而且能有

效愈合支架表面的微裂纹，并显著增强了支架的力学强度。体外研究结

果表明，支架表面微纳米结构显著提高了纤连蛋白的吸附，并进一步促

进软骨细胞黏附、增殖和成熟。      

此外，该研究首次发现生物陶瓷表面微结构对软骨细胞整合素α5β

1、αvβ1 有激活作用。其潜在作用机制如下：首先，生物陶瓷支架表面

微结构从周围环境募集纤连蛋白，然后支架表面的纤连蛋白被细胞摄取

并将其整合到整合素α和β亚基上，进而促进整合素表达及聚集。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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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的整合素诱导 F-Actin 重组，并进一步促进软骨特异性基因（SOX9, 

Aggrecan， COL2 及 N-cadh）表达，进而促进软骨成熟。生物陶瓷表面

微结构除了对软骨细胞有促进作用，同时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rBMSC）

的成骨分化也有诱导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生物陶瓷支架表面微结构显

著增强 rBMSC 的早期黏附和增殖行为，随后陶瓷支架表面微结构通过激

活 rBMSC整合素α5β1及 RhoA信号通路，并协同诱导 F-Actin有序重组，

进而促进 rBMSC 成骨分化。体内研究结果显示，支架表面微纳米结构不

仅能有效促进骨-软骨组织一体化修复，并且成功地将修复效果延伸至极

其复杂的骨和软骨界面。该研究为无机材料应用于骨-软骨修复领域提供

了可行性依据，同时为生物陶瓷表面微结构应用于骨-软骨及其界面的修

复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相关研究工作得到了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基金与中科院

青年拔尖人才等项目支持。 

具有表面微结构的 3D打印生物陶瓷支架通过激活整合素及 RhoA 信号通

路促进骨-软骨及其界面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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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具有表面微结构的生物陶瓷多孔支架。纯 BRT 支架与不同表面微

结构修饰的复合支架 Nanograin，Nano-lamella 及 Microrod 的形貌 

 

海外传真 

☆☆☆☆  

物理学家计算出质子质量的来源 

据 Science News11

月 26 日报道，物理学家

计算出了质子质量的来

源。 

众所周知，质子由

夸克组成。然而最新的

计算表明，只有 9％的质

子质量来自夸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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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在 11 月 23 日的《物理评论快报》中报告说，质子的其余质量来自

于粒子内的复杂效应。 

物理学家发现，除了质子质量的 9％来自夸克的质量之外，还有 32％

来自质子内部夸克的能量，归功于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而将夸克凝聚

在一起的无质量粒子——胶子，占质子质量的另外 36%。最后，剩下的

23％质子质量来自于夸克和胶子相互作用时发生的量子效应。 

新型材料有望为骨关节炎提供新的治疗方式 

据 MIT News 报道，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工程师设计了一种新型纳

米材料，或许可以改善骨关节炎的药物递送选择，这种新型材料可以深

入软骨，递送可能治愈受损组织的药物。 

在一项针对大鼠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与单独将药物注射到关节

相比，通过使用这种新材料来递送一种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IGF-1）的

实验性药物，可以实现更有效

地防止软骨破坏。 

 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

程系主任,Paula Hammond 表

示：“这是一种可以直接接触

正在经历损害的软骨组织细

胞的方法。” 骨关节炎是一

种会引起关节剧烈疼痛的疾

病，在美国，有 2000 多万人受其影响。这种新材料的出现，可能会提供

一种新的治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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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公布了有希望的新型 HIV 疫苗策略 

11 月 23 日在 Science Advances 的一篇论文中描述的新疫苗策略基于

HIV 包膜蛋白 Env。众所周知，

这种复杂的变形分子难以以诱

导对 HIV 有用的免疫力的方式

在疫苗中生产。 

然而，斯克里普斯研究中心

的科学家发现了一种简单，优雅

的方法，即使对于不同的 HIV

病毒株，也可以将 Env 蛋白稳定在所需的形状中。安装在病毒样颗粒上

以模拟整个病毒，稳定的 Env 蛋白在小鼠和兔子中引发强烈的抗 HIV 抗

体反应。基于该策略的候选疫苗现在正在猴子中进行测试。 

“我们认为这种新方法是解决艾滋病疫苗设计长期存在的问题的一

般解决方案，”Scripps 研究部综合结构和计算生物学系副教授江朱说。 

Env 的副本研究 HIV 的表面;它们的主要功能是抓住宿主细胞并闯入

它们以引发感染。由于 Env 在感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是受感

染宿主免疫系统暴露最多的病毒结构，因此它一直是 HIV 疫苗研究的主

要目标。我们的想法是用人体内的 Env 蛋白或其亚基接种，以刺激 Env

结合抗体的产生，希望这些抗体可以防止 HIV 在未来暴露于病毒时感染

宿主细胞。 

当然，到目前为止，没有艾滋病疫苗在大规模临床试验中有效。许多

研究人员认为，如果艾滋病毒疫苗在感染细胞之前以一种与真实病毒上

的环境形状非常相似的方式向免疫系统提供环境蛋白，那么它就能发挥

作用。但正确呈现 Env 一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在 HIV 病毒上，Env 从病毒膜中突出三个紧密簇，称为三聚体，这

些复杂结构在感染细胞前后采用完全不同的形状。尽管进行了数年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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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美元的实验，但艾滋病毒疫苗研究人员未能找到一种广泛适用的方

法，可以将 Env 三聚体稳定在所需的感染前形状。 

“迄今为止报道的三聚体稳定化解决方案已经适用于少数 HIV 病毒

株，但尚未推广，”朱说。正如我们所说，“环境三聚体'亚稳态'确实是

基于三聚体的 HIV 疫苗设计的核心问题。” 

作为一名生物物理学家，朱先生为 Env 稳定性问题找到了更为通用

的解决方案，在 2016 年的一篇论文中，他和他的 Scripps Research 同事

报告说，修改一个名为 HR1 的简短易受影响的 Env 可能会成功 - 它允许

Env 留在感染前，“封闭”的形状。 

在这项新研究中，他和他的团队表明，这种策略确实适用于来自世

界各地流行的各种 HIV 毒株的环境三聚体。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这种

“未切割的融合前优化”(UFO)方法产生的 Env 三聚体在封闭形状中稳定

并且可以有效生产，对于生物技术制造中通常使用的细胞类型几乎不需

要纯化。 

“到目前为止，在我的实验室中，我们已经对 Envs 进行了 30 到 40

种不同的 HIV 病毒修饰，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它的作用就像一种魅力，”

朱说。 

他和他的同事通过将其稳定的 Env 三聚体(一次最多 60 个)遗传连接

到模拟整个病毒的球状形状的单个纳米颗粒，进一步优化了它们的疫苗

策略。通过这种方式，疫苗分子虽然是人工的并且缺乏用于病毒复制的

遗传物质，但在免疫系统中看起来非常像真正的入侵病毒，并且刺激更

强的反应。 

在小鼠中，朱和他的团队在短短八周内发现了一种样品

Env-on-nanoparticles 疫苗，它在实验室试验中成功地中和了一种自然循环

的 HIV 毒株 - 这种毒株是先前候选疫苗通常失败的类型。 

“这是任何候选 HIV 疫苗首次在小鼠中诱导这种所需类型的抗体反

应，”朱说。类似地，在兔子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结果，证明基于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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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的方法明显优于使用分离的 Env 蛋白 - 它引起显着更强的响应并且

更快地发挥作用。 

目前正在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国立卫生研究院赞助的西南国家

灵长类动物中心的 24 只猴子中进行进一步测试。 

朱和斯克里普斯研究公司已将其艾滋病疫苗技术许可给一家初创公

司 Ufovax LLC，该公司正在赞助正在进行的测试。“我们现在正在测试

两种基于来自不同 HIV 毒株的 Env 三聚体的候选疫苗，以及第三种候选

疫苗，它是三种基于 Env 的疫苗的混合物，”Ufovax 首席执行官 Ji Li 说。

“我们认为这种新方法代表了经过 30 年艾滋病疫苗研究后的真正突破。” 

利用纳米磁铁对体内 CRISPR/Cas9 基因组编辑进行

空间控制 

美国莱斯大学生物工程师Gang Bao及其团队将磁性纳米颗粒与一种

从苜蓿环纹夜蛾（Autographa californica, 一种原产于北美洲的蛾类物种）

体内获得的病毒相结合开发出一种运送载体来运送 CRISPR/Cas9，从而

通过空间控制对特定组织或器官中的基因进行修饰。 

源自这种病毒的圆柱形杆状病毒载体（baculovirus vector, BV）被认

为足够大，它的直径高达 60nm，长度高达 200～300 纳米。这种大小足

够运送长 38000 多个碱基对的 DNA。 

这些研究人员仅在需要时利用磁性纳米颗粒激活这种杆状病毒载体

并运送用于基因编辑的有效载荷。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使用了一种名

为 C3 的免疫系统蛋白，其中，在正常情形下，蛋白 C3 让杆状病毒灭活。

施加磁场允许杆状病毒载体转导，即一种将有效载荷引入到靶细胞中的

过程。这种有效载荷也是 DNA，它编码一种报告基因和 CRISPR/Cas9 系

统。在测试中，杆状病毒载体携带着绿色荧光蛋白或萤火虫荧光素酶。

具有这种蛋白的细胞在显微镜下明亮地发光，并且实验表明在细胞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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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和实验室动物中，利用磁铁高效地靶向运送携带着有效载荷的杆状病

毒载体。 

科学家们找到了提升量子计算机能力的新方法 

11 月 29 日在物理评论快报上，南加州大学的科学家们提出了提高量

子计算机性能的理论，从而有望通过该项技术的扩展解决重大社会难题。 

量子计算快速但易出错，需要保持稳定维持计算。各种扰动会破坏

量子态的稳定性减少量子计算机的计算时间。 

南加州大学的研究组使用多个量子计算平台，通过操纵在微环境中

包络量子比特，从而实现和周围噪声“解耦”，延续了量子态。 

“这应该是基于云的超导量子比特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成功解耦的首

次示范。”研究者写到。 

利用原子和硅计算芯片完全不同的速度和属性，量子计算有望取代

超级计算机，进而推动医学、金融和国家军事能力的突破。 

纳米级镊子可以对细胞进行“单分子活检” 

12 月 3 日 Science Daily 消息，来自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发

明了一种“纳米镊子”，它能够在不破坏细胞结构的前提下从活细胞中

提取单个分子。这项研究发表在《自然-纳米技术》杂志上。 

纳米镊子由玻璃制成，尖端附着一对由碳基材料制成的电极，电极

之间有 10~20 纳米间隙。通过施加交流电压，电极之间形成高强度的局

部化电场，通过电泳现象原理，可以捕获和提取细胞的微量元素，例如

细胞质的线粒体、细胞核的 DNA，以及类似的单分子和颗粒。 

该技术作为细胞操纵工具箱的重要补充，使研究人员能够在分子水

平上研究活细胞，从而建立完善的“人类细胞图谱”，完善人类细胞学

说。不仅如此，人们将借助它开展新阶段的实验研究，例如从神经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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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摘除线粒体，以研究线粒体缺失对神经细胞的影响，可能有助于攻克

某些神经退行性疾病。 

 

产业信息 

◇◇◇◇ 

美国科学家发布量子计算可行性评估报告 

12 月 5 日 IEEE Spectrum 报道，由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院组

建的专家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关于量子计算的前景报告，该委员会由 13 位

领域内顶级量子专家组成，该报告长达 205 页，对建立实用量子计算机

的可行性和影响进行了详细评估。 

目前，人们对量子计算热情空前，但这份报告并没有因此粉饰量子

计算机实践化面临的困难。与此相反，委员会成员对“10 年内建成量子

计算机”之流的观点持怀疑甚至反对态度。报告中明确申明，未来 10 年

内，任何人都无法使量子计算机实用化。 

报告对于量子计算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复盘，同时，清楚地阐释

了现阶段量子技术面临的重重困难。委员会表示，虽然量子计算机前路

漫漫、不容乐观，但任何类型的基础研究都是值得的，人们将从失败经

验中汲取教训，并最终明确哪些部分对社会发展有益，应当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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