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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快讯 

※※※※  
  

上海硅酸盐所研制出新型光热转换耐火纸 

近年来，随着全球范围水污染问题

日益严重，水资源短缺和水危机已经成

为全球性难题之一。解决严重淡水危机

的最有前途方法之一是开发利用不可直

接饮用的水，如海水。传统的海水淡化

技术需要直接或间接地消耗不可再生的

化石燃料资源，会加速资源消耗，也会

污染环境。太阳能是一种高效、源源不

断可持续的清洁能源，利用太阳能来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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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海水淡化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但传统的太阳能蒸馏技术效率低、产

量小，主要原因是水对太阳光的吸收效率低，大部分热量分散于水体中。

为提高太阳能蒸馏过程中水的蒸发效率，一方面需要采用光热转换材料

提高对太阳光的吸收率和光热转换效率；另一方面，根据水蒸发仅发生

在水体表面这一特征，设计自漂浮材料，将光热转换材料吸收太阳能产

生的热量聚集于空气/水的界面以减少热量的损耗。近年来，科研人员研

究了多种光热转换材料用于太阳光辐照产生水蒸汽和清洁水，然而很多

光热转换材料存在热稳定性差、效率低等缺点。  

最近，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朱英杰研究员带领的科研团队，

在新型无机耐火纸的研究工作基础上，以羟基磷灰石超长纳米线耐火纸

为载体，负载碳纳米管，成功地研制出大尺寸新型光热转换耐火纸。羟

基磷灰石超长纳米线耐火纸具有热导率低、隔热性能优异、热稳定性高、

生物相容性好、环境友好等优点，可显著减少热量损耗，达到提高太阳

能利用效率的目的。该新型光热转换耐火纸在太阳光照射下可有效吸收

太阳光并转换为热能，用于加热其表面的水而产生水蒸汽，水蒸汽在冷

凝装置中经过冷凝产生清洁水。新型光热转换耐火纸在海水淡化、含重

金属离子、染料和细菌等污水净化等领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相关研

究结果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 Small 上 (Zhi-Chao Xiong, Ying-Jie Zhu* et 

al., Small, 14, 1803387 (2018)) (I.F. = 9.598)。  

该研究团队发展了油酸钙前驱体溶剂热法并结合真空抽滤成型方法

制备大尺寸羟基磷灰石超长纳米线耐火纸，之后加入碳纳米管分散液继

续真空抽滤，从而制备出新型光热转换耐火纸。该方法有望用于放大制

备大尺寸新型光热转换耐火纸，具有批量化生产的潜力。目前，研究团

队已经在实验室实现了 100 升反应釜的放大制备技术。所制备的光热转

换耐火纸具有优异的耐高温、耐火阻燃和隔热性能，在酒精灯火焰中灼

烧和高温环境中，可以保持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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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显示，新型光热转换耐火纸在 1 kW/m
2 模拟太阳光源照射 1

分钟条件下，其表面温度快速升高至约 80℃，而未负载碳纳米管的耐火

纸表面温度仅为约 35℃。将新型光热转换耐火纸放置在水溶液中，可自

漂浮在水面上而不下沉。进一步测试了新型光热转换耐火纸的水蒸发性

能，在 1 kW/m
2 模拟太阳光源照射下水蒸发效率为 83.2%，在 10 kW/m

2

模拟太阳光源照射下水蒸发效率高达 92.8%。另外，新型光热转换耐火纸

可多次循环使用和长期使用，水蒸发性能的稳定性良好。  

在太阳能驱动水蒸发过程中，溶液中的重金属离子、染料和细菌等污

染物可以被有效阻挡并保留在水溶液中，产生的水蒸汽冷凝后产生清洁

水。新型光热转换耐火纸应用于 5 种模拟海水的太阳能驱动淡化处理，

氯化钠的浓度可降低 3 个数量级，对氯化钠的去除率高达 99.95%，淡化

后的清洁水可满足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健康饮用水标准。研究团队对取

自东海附近的真实海水进行了淡化研究，实验结果显示，采用新型光热

转换耐火纸太阳能驱动淡化处理后，对海水中几种主要离子例如

Na
+、 Mg

2+、 K
+、 Ca

2+
 、B

3+
 的去除率超过 94.32%，最高可接近 100%，

淡化后的水质可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饮用水标准。采用新型光热转

换耐火纸太阳能驱动处理含重金属离子 Ni
2+、 Cu

2+、 Cd
2+、 Ba

2+、 Mn
2+

的水溶液时，重金属离子去除率超过 99.99%。经新型光热转换耐火纸太

阳能驱动处理含有染料的污水以及含有细菌的水后，收集得到冷凝水的

水质均可达到国家饮用水标准（GB5749-2006）。 该研究工作得到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和上海市

科委等的资助。 

 

（a）新型光热转换耐火纸太阳

能驱动水蒸发示意图；(b)大尺

寸新型光热转换耐火纸；(c)高

柔韧性、可裁剪性和良好力学

性能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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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光热转换耐火纸在酒精火焰中灼烧后可保持完好。 

 

（a）新型光热转换耐火纸和多种对照样品在 1 kW m
-2
模拟太阳光源照射下水质量的变化；

(b)新型光热转换耐火纸在不同光源强度照射下水蒸发速率变化。 

 

新型光热转换耐火纸多次循环使用和长时间使用后仍保持稳定的水蒸发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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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光热转换耐火纸用于太阳能驱动处理模拟海水和真实海水后，其水质可达到世界卫生

组织健康饮用水标准；用于含重金属离子水溶液、含染料水溶液、含细菌水溶液的净化，

处理后水质可达到饮用水国家标准。  

上海交大：基于超临界二氧化碳剥离技术高效制备石

墨烯 

石墨烯因具有优异的力学、热学、电学、超大比表面积等优异性质, 在

电子器件、传感器、电池/超级电容器、催化剂载体以及基于石墨烯的复

合材料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石墨烯的低成本宏量制备是其广泛应用

的前提和关键，因此，基于石墨高效剥离规模化制备石墨烯至今是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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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致力解决的难题。近日，上海交通大学赵亚平教授课题组运用所建

立的基于超临界二氧化碳剥离技术高效制备石墨烯及其自组装构建一维

石墨烯卷取得多项研究新成果，对石墨烯的规模化应用和一维石墨烯卷

的研究具有重要实际应用价值和学术意义。  

   

  超临界二氧化碳中，超声波与剪切搅拌协同剥离石墨制备石墨烯的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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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团队建立的超临界 CO2 中超声耦合剪切高效剥离制备石墨烯工作

以 Highly efficient production of graphene by an ultrasound coupled with a 

shear mixer in supercritical CO2 为题在化工三大主流期刊之一“Industrial & 

Engineering Chemistry Research” 作为期刊封面文章发表（December 12, 

2018 Volume 57, Issue 49 Pages 16537-17032）。超声在石墨颗粒上产生活

性边缘，同时从活性边缘剪切剥离石墨，该过程极大提高了石墨烯的剥

离效率。  

    

  石墨烯自组装形成石墨烯纳米卷过程示意图  

该团队以所剥离的石墨烯为原料，首次建立了石墨烯通过自组装大

量制备一维石墨烯纳米卷（Graphene Nanoscroll）的新方法。石墨烯卷是

由二维石墨烯片经螺旋卷曲的方式形成的具有类似多壁碳纳米管结构的

新型碳材料，具有端口和边缘开口的未封闭特殊拓扑结构一维管状纳米

结构碳材料。石墨烯卷不仅继承了石墨烯和碳管优良的化学、物理和电

学性质，而且还具有与二者不一样的特殊性能，成为近来研究的热点。

该团队建立的方法简单、自组装效率高，为批量生产石墨烯纳米卷及其

应用提供了基础。该工作以 A facile and universal approach for qua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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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of high-quality nanoscrolls with high-yield from two-dimensional 

nanosheets 为题发表在《Scientific Reports》（2018, 8, 1: 15262.）。  

    

  石墨烯与石墨烯纳米卷可逆转换示意图  

该团队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一定条件下，所形成的石墨烯一维纳米

卷可以重新可逆展开成为石墨烯，实现了二维石墨烯与一维石墨烯纳米

卷之间的相互可逆转化。该成果为从二维材料构建一维材料提供了新思

路，为石墨烯的稳定储存和定向应用以及一维石墨烯卷的理论研究和实

际应用打下了基础。该工作以 Reversible conversion between graphene 

nanosheets and graphene nanoscrolls at room temperature 为题发表在《RSC 

Advances》期刊（2018, 8, 18, 9749-9753.）。  

以上工作主要由赵亚平教授团队的王武聪和盖艳喆博士生完成。 

Small Methods: 纳米载药系统介导的自噬调节在肿

瘤治疗中的应用 

近日，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W – Madison）蔡伟波教授课题

组在 Small Methods 杂志撰文，对基于纳米材料的自噬活性调节策略在肿

瘤治疗的应用做了系统综述，并对未来该领域的发展做了很好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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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噬是机体内一个古老而保守的过程，其主要作用为隔离并降解蛋

白质、损伤或老化的细胞器，并在应激状态下参与维持细胞内的稳态等。

尽管自噬在多种类型疾病的致病中扮演“双刃剑”的角色，但一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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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噬能促进晚期肿瘤的增殖和进展。目前，多项临床试验表明抑制自噬

（使用氯喹或羟氯喹）是治疗恶性肿瘤、克服小分子药物耐药的有效策

略[2, 3]。因此，有效地递送自噬抑制剂或可进一步增强小分子药物的治

疗效果，减少大剂量用药所致的毒副作用，并有效防止耐药的发生。相

比单用自噬抑制剂，基于纳米材料的药物递送系统可显著增强自噬抑制

剂的递送效率、延长药物的有效循环时间、减少药物在正常组织中的滞

留及所致的毒副作用。纳米载药系统除具有良好的载药性能外，尚具有

表明可修饰的特征。因此多种纳米载药系统（如脂质体，聚合物纳米颗

粒，金纳米等）经修饰后可以环境特异性或组织特异性的方式精准递送

自噬抑制剂。在该综述的最后，作者对未来该领域的发展做了相应的展

望，其中包括使用特异性更高的自噬抑制剂、使用系统的方法研究纳米

材料在体内的分布和代谢，使用靶向性更好的修饰策略修饰纳米载药系

统以提高其肿瘤靶向性等。 

该文的第一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和 UW – Madison 联合培养的魏伟

军博士，主要通讯作者为 UW – Madison 蔡伟波教授。UW – Madison

的 Zachary T. Rosenkrans，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的兰晓莉教授，上海交

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的罗全勇教授对本文亦有贡献。 

海外传真 

☆☆☆☆  

新技术创造纳米材料的“巨型检索库” 

12 月 20 日 Science 消息，研究人员在本周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上提出了一种新技术，可以根据不同纳米材料所含元素的浓度和粒子大

小将多达 50 亿种纳米材料组合在一起，再对其变化方式加以控制。该技

术创造了一个“纳米材料巨型检索库”，用以发现纳米元素新的可用组

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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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小组使用了一种特殊的设备，这种设备包含了成千上万个金字

塔形的尖头，用来标记不同大小和成分的聚合物井，每个井都装有不同

的金属盐。然后加热冲压表面，烧掉聚合物，使金属形成合金颗粒，再

组合成阵列。针对该阵列的测试发现了一种新型催化剂，因其超高的强

度和作为微型高速晶体管的能力而备受赞誉，其速度比之前发现的任何

催化剂都要快。 

从前，想要探索不同纳米尺度的多种元素的组合极限几乎是天方夜

谭，这项新技术是全新的突破，但远不可能就此止步。目前，研究人员

计划测试其他纳米材料，以革新纳米材料领域的光学、电子和催化应用。 

基于量子纠缠的波分复用量子通信网络 

使用量子密钥为通信加密的技术已经足够成熟，可在现实世界中应

用。但迄今为止，这种量子密钥分发仅限于两方之间的通信。在 2018 年

第 7735 期《自然》中，Sören Wengerowsky 及同事描述了一种全通型量

子网络架构，其一个纠缠光子源可向四个不同用户分发量子态，且每个

用户都能生成一个保证安全通信的量子密钥。研究人员表示该网络可轻

松扩展至容纳更大数量的用户，因为添加用户无需纠缠源适应。此外，

该网络可在通信频段上运行，无需主动开关元素，这意味着该网络能够

以较高的量子通信速度运行。 

新型医用喷雾含抗蛋白抗体，术后喷一下有效清除癌

细胞残渣 

手术是阻止癌症恶化最快、最直接的方法，但我们也都知道，只要

少数癌细胞仍存在，癌症就有机会复发。现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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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们开发出新的医用喷雾，只要癌症手术后喷一下患处，使其慢慢溶入

人体组织，目前已在小鼠实验中发现可有效消除残留的癌细胞。 

为了防止癌细胞利用 CD47 蛋白的特性转移阵地，科学家开发出一

种含有阻断 CD47 蛋白的抗体，包装成纳米粒子溶入喷剂，接着只要在

术后朝患处喷几下，喷液会迅速形成凝胶，一来凝胶有助于促进伤口愈

合，二来凝胶可以启动免

疫系统中的 T 细胞，三

来凝胶中的纳米粒子逐

渐溶解进入人体组织，并

释出阻断 CD47 蛋白的

抗体，让免疫细胞终于看

见癌细胞真面目并攻击。 

这种喷雾凝胶目前

在罹患黑色素瘤晚期的

小鼠身上实验，接受治疗后，50% 小鼠至少多活了 60 天，且肿瘤没有

再生。在进入人体实验之前，研究人员会继续研究抗体最佳剂量、纳米

粒子的最佳混合物、以及安全理想的治疗频率。 

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将大力推动量子运算研发 

美国国会稍早通过一项推动量子运算  法案，其金额预计超过 12 

亿美元。此法案也要求美国政府必须在 5 年内成立多间研究中心，来执

行量子运算研发工作，这将有助于让美国能在量子运算技术上拔得头筹。 

稍早美国众议院以 348 比 11 票通过「国家量子倡议法案」，该法

案也已获得参议院全体同意，并已由总统川普签署成案。该法案也要求

未来 5 年内，美国将拨款超过 12 亿美元推动量子运算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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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法案重点还包括将设立国家量子倡议计划  ，在未来 10 年内

让美国量子运算研发取得进展。另外，也会在能源部 下成立 2～5 间国

家量子信息科学研究中心，而且每个中心每年都将获得 2500 万美元资

金，以便进行基础研究。 

美国国会与川普政府都已大量投资量子运算的研究，而且 2019 会

计年度，能源部的科学办公室在该领域资金几乎倍增至 1.2 亿美元。不

只是美国希望在量子运算世界取得优先地位，因为量子运算具备破解现

有加密方法与发展更强大数据加密技术的潜力，已让中国、俄罗斯与其

他国家都投入该领域的研发。 

石墨烯的新优点，未处理石墨烯有助光捕获设备提升

电流 

石墨烯是目前备受关注的纳米材料，外观基本上呈现象是蜂巢的六

角形状，虽然从发现至今不到 20 年，但由于材料优点多多，不仅又薄

又坚硬，也具有电导性高、电阻小等优点，而近期美国科学家又发现该

材料全新优势，指出未处理的石墨烯存有高效电荷与高能量流特性，可

助光捕获设备一臂之力，大幅提升光感电流跟光电流。 

UCR 物理学副教授 Nathaniel Gabor 表示，在石墨烯领域中，所有

东西无时无刻都在变化。团队发现在没有过多电荷的情况下，未处理过

的石墨烯也会产生光电流，石墨烯不需要像 PN 接面一样需要特殊的接

点，只要将石墨烯切片、或是把石墨烯原本的梯形线性触点变成矩形或

是锥形等奇形怪状，就可以进一步控制光电流。 

UCR 表示，未处理过、无杂质的石墨烯完全是电中性的，当石墨烯

连接到其他设备时，会向附近的金属施加电压来引入电荷，之后就可以

运用电压调度正负电荷，让石墨烯片一直处于电中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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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测试未处理过的石墨烯性能，研究员也将无杂质的石墨烯制成各

种几何形状，将石墨烯带与交叉点连接到矩形区域后，科学家可在边界

检测出较高的光电流与光感电流，电流产生速度也相当快。 

团队制造出来的光捕获装置厚度跟原子差不多，虽然目前还没有在

新石墨烯设备实际测试光电流，但若未来实验有成，将有望嵌入窗户或

是制成半透明设备，也能与其他太阳能收集设备合作，吸收不同波长的

光，科学家甚至能透过不同石墨烯形状来让设备发出不同的讯号。 

得益于石墨烯独特的电子结构，不仅能有效将光转换成电，更可让

电在电荷较少的材料中快速移动，而未来科学家也将会持续探索神奇材

料石墨烯，说不定能再度找出前所未有的优点。目前研究已发表在《Nature 

Nanotechnology》。 

 

产业信息 

◇◇◇◇ 

IBM推出首个商业用集成通用量子计算系统 

1 月 7 日在拉

斯维加斯举行的

消 费 电 子 展

（CES）上，IBM

发布了一款外形

酷炫的量子计算

机，名为“Q 系统

一代”，并称这是

世界上首台可服务于商业用的集成通用量子计算系统。 

这台机器采用了无数超导连接电路，这一向是 IBM 青睐的方式，连

线交错的电子设备最终汇总到低温冷却室，其中包含着量子芯片。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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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形的设计灵感来自于展品陈列柜，就像你在卢浮宫中看到的那种方正

的玻璃罩子。而玻璃也不是普通玻璃，这些半英寸厚的硼硅酸盐玻璃包

裹住整个系统，用来减少可能影响到量子位元的任何外部干扰。 

这款系统的服务是通过云端提供的，这意味着企业不可能通过任何

渠道购买这台机器的实体，它们只能通过 IBM 的计算云访问。很明显大

家只关心 Q 系统的实用性，如果它的表现足够亮眼，哪怕长得像拉丁鱼

罐头也会很有市场。 

 

人物介绍 

﹡﹡﹡﹡ 

石墨烯的驾驭者——曹原 

随着 2018 年接近尾声，《自然》再次遴选出年度十大人物——今年

在科研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十位人士。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的 22 岁

中国学生曹原位居榜首，由于在石墨烯领域轰动国际学界的新发现，媒

体评价他为“石墨烯驾驭者”。 

曹原年少时便令许多人望尘莫及。在 18 岁时，他已高中毕业，并在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完成本科学位，随后前往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在

美国，他也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 今年，年仅 21 岁的曹原发表了两篇关

于原子厚度的碳层中奇怪行为的论文，这开创了物理学的一个全新领域。

曹原承认自己的情况并不常见，但是并不特别。最后，他称自己和普通

人一样也上了四年大学，只是在中学时期跳过了一些无聊的东西。 

曹原 2014 年加入麻省理工学院(MIT)Pablo Jarillo-Herrero 团队时，该

团队已经在从不同角度对碳片进行分层和叠加研究。曹原的工作是研究

当一个石墨烯薄片相对于另一个稍微扭曲时，两层叠加层中会发生什么，

一种理论预测这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材料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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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物理学家对此有些怀疑。当曹原开始制作这些巧妙扭曲的结构

时，他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如果把石墨烯暴露在一个小电场中，冷

却到绝对零度以上 1.7 度，通常导电的石墨烯就变成了绝缘体(2018 年《自

然》第 556 期，80-84 页，曹原等人) 。这个发现已经非常令人震惊了。

曹原说，我们知道这将对科学界产生巨大影响，但是远远不止于此。曹

原发现，只要对电场稍加

调整，扭曲的薄片就会变

成超导体，超导体里的电

流就可以毫无阻碍地流动

(2018 年《自然》第 556 期，

43-50 页，曹原等人)。他

的团队从第二个样本中也

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并确

认曹原的想法是正确的。 

通过简单旋转将原子

厚的碳诱导成复杂的电子

状态的能力使得物理学家

们正在努力设计其它扭曲

二维材料中令人兴奋的行

为。一些人甚至希望石墨

烯能揭示更复杂的材料如

何在更高温度下实现超导。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物理学家 Cory Dean 说：

“我们还有很多事可做，现在的机会几乎势不可挡。” 

击中石墨烯的“魔法角”——平行片之间的旋转角度约为 1.1°——

需要一些尝试和错误，但曹原很快就能够可靠地做到这一点。他的实验

技能至关重要，Jarillo-Herrero 说。曹原开创了一种撕开单层石墨烯的方

法，这样他就可以创建一个由两个方向相同的层组成的堆栈，从中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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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微调对齐。他还对低温系统进行了调整，使其达到一个能使超导性更

清晰地显现出来的温度。  

曹原喜欢把东西拆开重建。他的主管说，从本质上讲，他是一个“修

补工”。在他自己的时间里，这意味着用自制的照相机和望远镜拍摄夜

空，而这些照相机和望远镜的碎片通常散落在曹原的办公室里。“每次

我进去，都是一片混乱，电脑被拆开，望远镜碎片散落在他的办公桌上，” 

Jarillo-Herrero 说。 

尽管曹原年轻而害羞，但他的同事们说，他的成熟在他的坚持中闪

耀着光芒。例如，由于在麻省理工学院物理研究生课程中错过一个地方，

曹原通过电气工程系加入了 Jarillo-Herrero 的团队，找到了一种追求这个

主题的方法。在意识到他花了 6 个月试图理解的看似令人兴奋的数据实

际上是由于实验设置的一个巧合之后，曹原同样对自己博士学位的开始

感到失望。“他不高兴，但他只是卷起袖子继续工作，” Jarillo-Herrero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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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科研生涯将会走向何方，现在 22 岁的曹原说自己并不知道。

他说：“对于石墨烯的‘魔角’，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他的本

科导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家曾长淦表示，世界各地已经有多所

大学向他抛出了橄榄枝，不仅有博士后的职位，而且还有教职岗位。“在

中国的凝聚态物理学家中，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名字。”曾长淦说。他回

来的话中科大会很高兴，但曾长淦希望曹原现阶段留在美国。“那里，

更容易取得更大的成就。” 

 

（ 摘 译 自 ： Nature’s 10——Ten people who mattered this year. 

https://www.nature.com/immersive/d41586-018-07683-5/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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