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cience》近期论文速览 
 

2019年第 2期（总第 10期）    2019-1-30 

本期目录 

化学 ............................................................ 1 

【表面化学】“看见”单原子催化石墨烯生长 ................................................................ 1 

【表面化学】对等离激元诱导的单分子化学反应的实空间实时观测 .......................... 2 

【催化】电催化还原 CO2 制乙烯 ..................................................................................... 2 

【有机】基于双 C-H 键活化的石墨烯纳米带合成新策略 ............................................. 4 

【有机】手性 Brønsted 酸催化的惰性烯烃不对称活化.................................................. 4 

【有机】铱催化的高选择性分子内 C-H 键酰胺化反应合成 γ-内酰胺 ......................... 5 

【有机】光和手性磷酸协同催化的不对称 Minisci 反应 ................................................ 6 

【有机】Science 报道新型磷阴离子试剂，开辟磷化学品合成新天地......................... 7 

【有机】单电子还原实现钴催化烯酰胺的不对称氢化反应 .......................................... 8 

【有机】连续流技术高通量优化药物合成反应条件 ...................................................... 8 

【有机】改造血红蛋白可用于催化高应变碳环化合物 .................................................. 9 

【无机】黑暗中的无机半导体具有超级可塑性 .............................................................. 9 

【无机】硼对氮的固定和还原 ........................................................................................ 10 

【高分子】美法构建出类似变色龙的三嵌段共聚物 .................................................... 10 

【高分子】非共轭自由基导电聚合物研究取得新进展 ................................................ 10 

【高分子】氢键共价交联获得具有高机械强度和可修复性的聚合物 ........................ 12 

【高分子】随机异源聚合物在非天然环境中保持蛋白质的功能 ................................ 12 

材料科学 ...................................................... 13 

Science：20%，老化 1500 h 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 13 

Science 评锂硫电池：蓄势待发，一飞冲天................................................................... 14 

【电池】锂金属的自热诱导枝晶愈合效应 .................................................................... 15 

Science：有机合成常见策略，启发纳米颗粒制备大突破............................................ 17 

化学合成半导体纳米孔石墨烯 ........................................................................................ 18 

中国学者利用“图灵结构”开发出高效净水薄膜 ........................................................ 19 

Science：模仿细胞膜，构筑超柔韧膜材料.................................................................... 20 

钙钛矿表面 KTaO3(001)的极性补偿机制 ....................................................................... 20 

【纳米科技】Science 封面：由电场控制的 DNA 自组装纳米机械臂 ........................ 20 

模板限域 DNA 组装纳米颗粒超晶格 ............................................................................. 22 



 

 

【纳米材料】具有可控应变的连贯、超薄过渡金属二硫化物超晶格 ........................ 22 

【磁性材料】磁场调控手性磁性纳米颗粒和凝胶的光学活性 .................................... 23 

可高效回收的高性能塑料 ................................................................................................ 24 

卢柯团队在纳米金属稳定性研究领域取得新进展 ........................................................ 25 

【纳米材料】Science 封面：科学家首次合成八种元素的高熵合金纳米颗粒........... 26 

中外科学家在纳米尺度发现金刚石超弹性变形 ............................................................ 27 

【合金】镁合金塑性增强机制的起源与预测 ................................................................ 28 

由晶种生长法制备的共轭聚合物纳米纤维中的长程激子传输 .................................... 28 

快速冲击超薄薄膜产生液滴包裹层 ................................................................................ 28 

类似肌肉性能的液压放大自愈静电致动器 .................................................................... 29 

物理学 ......................................................... 30 

Science 封面：哈佛实现精确控制两个原子结合为偶极分子....................................... 30 

【拓扑光子学】美以联合研究团队研发拓扑绝缘体激光器 ........................................ 31 

【纳米光子学】石墨烯将光“压缩”在单原子尺度内 ................................................ 33 

【量子光学】一种拓扑量子光学界面 ............................................................................ 33 

英中团队在拓扑光子晶体中发现理想外尔点和螺旋体表面态 .................................... 34 

技物所&复旦 Science：非局域热电子能量耗散空间成像研究获新进展 ................... 34 

MIT 发表非厄米系统费米弧观测研究成果 .................................................................... 34 

基于纳米结构范德华材料的红外双曲线超表面 ............................................................ 35 

通过光学自旋-轨道耦合的纳米手征能谷-光子界面 ..................................................... 36 

混合分子-胶体液晶 ........................................................................................................... 36 

美实现对手性声子的观测 ................................................................................................ 36 

生物学 ............................................. 37 

上转换纳米颗粒介导的光遗传学近红外深部脑刺激 .................................................... 37 

3D 打印技术实现药物的自动化合成 .............................................................................. 38 

Science：从结构上揭示钒固氮酶的作用机制................................................................ 39 

更多进展（所网站已有报道） ........................ 39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图书情报中心         地址：福州市杨桥西路 155 号 

编辑：杨琛         电话：0591-63179478              邮箱：library@fjirsm.ac.cn 

mailto:library@fjirsm.ac.cn


 

1 

 

化学 

【表面化学】“看见”单原子催化石墨烯生长 

Laerte L. Patera, Cristina Africh*, Maria Peressi* et al., Real-time imaging of adatom-promoted 

graphene growth on nickel, Science, 2018, 359, 1243-1246, DOI: 10.1126/science.aan8782 

单原子催化剂因为其更高的金属利用率，更高的催化活性，近年来受到广泛研究。

从配位的角度来说：和台阶位等活性位相比，单个金属原子活性位具有最低的配位数，

表现出更优异的化学反应活性，譬如 CO 氧化、WGS 反应等均已验证这一点。有趣的是，

在高温固体表面往往也存在一种特殊的单原子——移动吸附原子。这种单个的移动吸附

原子在固体表面以及固液界面的各种化学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其中，石墨烯经典的

CVD 生长过程中，就存在这种单原子催化的行为。理解这种单原子催化过程，将为精确

控制石墨烯生长带来了许多新的思路。 

然而，在原子尺度实时观察这些超快速反应现象是一个重要挑战。 

有鉴于此，来自意大利的研究者们发展了一种实时成像技术，可以“看见”Ni 表面

的单原子催化石墨烯生长过程。 

 

图 1. 石墨烯沿着 Z 和 K 边生长 

众所周知，Ni 是 CVD 生长石墨烯的重要基底，也是重要催化剂。研究人员以 Ni(111)

作为生长基底，通过高分辨扫描隧道显微镜（STM）实时原位成像技术，从原子尺度和

毫秒时间分辨率上发现，石墨烯边界 kink 位点上，单个 Ni 原子参与到催化生长过程中。 

基于密度泛函理论（DFT）计算和反应路径的分子模拟，研究人员认为，单个的 Ni

吸附原子有效降低了反应能垒，是石墨烯 CVD 生长过程中 C 原子不断增加的驱动力。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9/6381/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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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DFT 计算的石墨烯可能生长路径 

总之，这项研究实现了从单原子和毫秒微观尺度对石墨烯 CVD 生长机理深入理解，

为高品质石墨烯的规模化生长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来源：纳米人 公众号） 

【表面化学】对等离激元诱导的单分子化学反应的实空间实时观测 

Emiko Kazuma, Jaehoon Jung, Yousoo Kim* et al.., Real-space and real-time observation of a 

plasmon-induced chemical reaction of a single molecule, Science, 2018, 360, 6388, 521-526, DOI: 

10.1126/science.aao0872 

吸附在金属纳米结构上的分子的等离激元诱导的化学反应引起了人们对光催化反应

的更多关注。然而，由于等离共振场在金属表面附近强烈局域化，使得难以对等离共振

场中的化学反应进行直接观测，因此该机制仍然存在争议。日本理化学研究所 Yousoo 

Kim 研究组利用扫描隧道显微镜（STM）来实现对单分子水平上等离激元诱导化学反应

的实空间实时观察。即，银和铜表面上的单个二甲基二硫分子被 STM 结处的光激发等

离激元解离。STM 研究与理论计算相结合，表明了这种等离激元诱导的化学反应是通过

直接的分子内激发机制发生的。 

（来源：新材料在线） 

【催化】电催化还原 CO2制乙烯 

受启发于光合作用的原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尝试将 CO2转化成燃料或

有用化学品。一方面可以减缓温室效应；另一方面，又将可再生能源储存在化学键中。

其中，全球产量最大的化学品之一——乙烯，是 CO2 还原转化的重要目标。各国研究团

队开发了一系列策略来增强 CO2 还原制乙烯的效率，主要包括以下三大类： 

1）调控催化剂形貌；2）调控催化剂氧化态；3）掺杂。 

虽然已经有大量研究表明，碱性条件有助于 CO2 电催化还原制乙烯。然而，强碱性

条件下 CO2 容易生成碳酸盐，从而降低了乙烯选择性和收率。另外，催化剂稳定性也不

好。这些问题的存在使 CO2 还原制烯烃的使命依然任重而道远。 

有鉴于此，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 Edward H. Sargent 教授团队实现了在 10 M KOH 强

碱条件下电催化 CO2 制乙烯，法拉第效率可持续稳定达到 70%（-0.55V vs RHE，750 mA 

cm
-2）。相关研究成果“CO2 electroreduction to ethylene via hydroxide-mediated copper 

http://mp.weixin.qq.com/s/0QGIEbmzHvUSexKaQGv8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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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alysis at an abrupt interface”发表在 Science 上（DOI: 10.1126/science.aas9100）。 

 

图 1. 电催化还原 CO2 制乙烯原理图，图来源：Science 

研究人员构建了一种全新的电极配置：graphite/carbon NPs/Cu/PTFE 电极。首先在孔

径约 220 nm 的多孔 PTFE 膜上溅射 25 nm 厚的 Cu 纳米催化剂，然后在催化剂层上喷涂

一层碳纳米颗粒层作为导电层，最后加上一层石墨纳米颗粒层作为集流器和整体结构的

基底。 

这种电极结构具有以下优势： 

1）PTFE 多孔扩散保护层减缓了 CO2 扩散速率，使 CO2 在和强碱性电解质发生副反

应之前就被还原。在碱性电解质中，竞争性 HER 反应速率也变得更慢，从而进一步提高

了电催化还原制烯烃的选择性。 

2）由于大量 CO2 在和 OH-接触前已经被还原，使得金属铜催化剂表面可以吸附大

量 OH-，降低了 CO-CO 偶联的活化能垒，进一步增强了乙烯选择性。 

3）PTFE 多孔扩散保护层极大地提高了 Cu 纳米催化剂的稳定性，可以在测试条件

下稳定工作 150 h。 

以 NiFeOx作为负极材料，研究人员进一步构建了一种电催化还原全电池系统，其能

量转换效率可达到 34%。 

当然，这项研究仍然有很多需要继续完善的地方，譬如乙烯产物的分离、工艺的经

济可行性等等问题。 

（摘自 纳米人 公众号）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MDg4NDQ2MQ==&mid=2247491284&amp;idx=1&amp;sn=5bc04fa8889a1fde2be9b4cdf53fdb56&source=4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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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基于双 C-H 键活化的石墨烯纳米带合成新策略 

Synthesis of partially and fully fused polyaromatics by annulative chlorophenylene dimerization, 

Science, 2018, 359, 435-439, DOI: 10.1126/science.aap9801 

石墨烯是一种由多个苯环周期性紧密堆积而成的单层二维碳材料。作为明星分子，

石墨烯在2004年的首次机械分离更是帮助两位科学家获得了201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C-H 键活化作为明星反应被誉为有机化学中的圣杯，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毫无疑问，要

通过简单芳香烃的 C-H 键活化反应实现不含任何官能团石墨烯的合成更是难上加难。 

最近，日本名古屋大学的 Kenichiro Itami 和 Kei Murakami 带领的联合研究团队在

Science 上报道了他们通过 C-H 键活化的途径合成石墨烯的最新进展。研究人员利用 Pd

催化的双 C-H 键活化反应，以两分子的单氯代芳香烃二聚环化，形成含有三亚苯骨架的

多组聚环芳香烃（PAHs）化合物，该类化合物再经过一步脱氢环化反应，可以高效合成

多达 18 个碳环的石墨烯纳米带。 

 

从一种简单的苯衍生物 3 步合成纳米石墨烯，图来源：名古屋大学 

从反应设计的角度看，该反应通过两次C-H键活化依序完成了两分子底物的二聚（偶

联）和环化，其主要亮点是分子间的二聚过程通过β -H 消除产物芳香炔的偶联或分子内

C-H 键活化产物 Pd 杂五元环的偶联来实现，而这两种偶联反应在以往的 Pd 化学中并不

常见。从合成的角度看，该反应最大的亮点在于使用简单易得的多卤代芳香烃为原料，

仅通过 3 步反应便能得到其他方法难以合成的石墨烯分子，并且反应条件相对温和，效

率较高。考虑到稠环数目增加伴随的底物溶解性以及副反应增多等问题，人们利用这种

方法可能还无法合成更大尺度的石墨烯，这也是使用传统化学合成法制备石墨烯时普遍

存在的问题。 

（摘自 X-MOL） 

相关阅读：物理学家组织网报道（英文） 

【有机】手性 Brønsted 酸催化的惰性烯烃不对称活化 

Nobuya Tsuji, Jennifer L. Kennemur, Benjamin List et al.., Activation of olefins via asymmetric 

Brønsted acid catalysis, Science, 2018, 359, 6383, 1501-1505, DOI: 10.1126/science.aaq0445 

手性 Brønsted 酸（HB）催化剂具有良好的结构修饰性、极好的底物兼容性和特殊的

双功能活化作用机制，更是被广泛应用于这一新型的不对称催化领域。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9/6374/435
http://www.x-mol.com/news/11356
https://phys.org/news/2018-02-fast-efficient-method-graphene-nanoribb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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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德国马普学会煤炭研究所 Benjamin List 带领的研究团队报道了手性 HB 催化

非活化烯烃的分子内氢官能团化的突破性进展。与经典的手性 HB 催化剂作用于底物中

羰基、硝基、亚胺基、羟基等极性官能团的反应机制不同，他们精心设计的双轴手性磷

酰亚胺催化剂可通过惰性烯烃分子碳碳双键的质子化作用启动反应，促使各种 1,1-二取

代的烯烃底物发生分子内氢烷氧基化反应，高对映选择性地得到一系列含季碳中心的-

四氢呋喃化合物。该方法还可用于(-)-Boivinianin A 等生物活性分子的合成。反应具有操

作简单、产率高、官能团兼容性好、绿色环保等优点。 

（摘自 X-MOL 平台） 

【有机】铱催化的高选择性分子内 C-H 键酰胺化反应合成 γ-内酰胺 

Selective formation of γ-lactams via C–H amidation enabled by tailored iridium catalysts, Science, 

2018, 359, 1016-1021, DOI: 10.1126/science.aap7503 

近几十年来，金属氮宾参与分子内的 C-H 键直接胺化反应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并成

为高效构建含氮杂环化合物主要的方法之一。该反应通常先将亲核性的胺化试剂氧化，

生成亲电性的氮宾前体，随后与过渡金属催化剂形成的金属氮宾可插入分子内的C-H键，

构建多种含 C-N 键的 5-6 元杂环化合物，如磺内酰胺、噁唑烷酮、吲哚、吲哚啉、吡咯

烷、咔唑等化合物。目前，利用该方法合成环状酰胺化合物如 γ-内酰胺仍然面临着诸多

困难，主要原因在于反应中的酰基氮宾中间体（RC(O)N=M）易发生库尔提斯重排反应

（Curtius rearrangement reaction）生成氰酸酯。 

最近，韩国科学技术院（KAIST）的 Sukbok Chang 和 Mu-Hyun Baik 等研究者在

Science 上报道了金属氮宾参与的分子内 C-H 键直接胺化策略合成 γ-内酰胺化合物的最

新进展。通过理论计算和机理研究，他们设计了一类新颖的五甲基环戊二烯基 Ir(III)催

化剂，可促进羧酸衍生的 1,4,2-二噁唑-5-酮化合物优先通过分子内 C(sp
3
)/C(sp

2
)-H 键酰

胺化反应生成多种 γ-内酰胺化合物。该方法还可成功用于氨基酸衍生物和其他活性生物

分子的后期官能团化。 

 

https://www.x-mol.com/news/12112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9/6379/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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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以羰基氮宾作为前体实现 C-H 键的酰胺化来合成含氮杂环。图片来源：Science 

该研究在基于理论计算化学的机理研究指导下，他们通过调节 Cp*Ir(III)催化剂金属

中心的电性和配位模式，有效地降低了 C-H 键酰胺化反应的能垒，抑制了 C-N 键偶联和

Curtius 重排副反应的发生。该反应条件温和，具有良好的底物适用范围和出色的选择性。 

作者表示，该工作通过化学计量实验结合计算化学的方法对 1,4,2-二噁唑-5-酮和金

属 Ir 催化剂的反应进行研究，明确了催化途径中影响分子内 C-H 键酰胺化反应的因素和

基本规律，提出了设计高效催化剂的重要条件和原则，解决了通过 C-H 键酰胺化反应合

成γ -内酰胺的难题。 

（摘自 X-MOL） 

【有机】光和手性磷酸协同催化的不对称 Minisci 反应 

Rupert S. J. Proctor, Holly J. Davis, Robert J. Phipps*, Catalytic enantioselective Minisci-type addition 

to heteroarenes, Science, 2018, 360, 6387, 419-422, DOI: 10.1126/science.aar6376 

不对称 Minisci 反应一直以来都是有机合成的挑战。最近，英国剑桥大学的 Robert J. 

Phipps 博士等人将光催化与手性磷酸催化结合起来，实现了不对称的 Minisci 反应，文章

发表在 4 月 27 日的 Science 上。 

含氮杂环广泛存在于药物分子中。因此，寻求高效构建含氮杂环的方法，一直以来

都是化学家的追求。自 1971 年 Minisci 教授报道第一例 Minisci 反应后，该反应引起了

人们的广泛关注。Minisci 反应是指亲核自由基对质子化的含氮杂环进攻的过程。目前产

生亲核自由基的方法有许多，其中，光催化手段在研究中大放异彩，很多前体如醇、酯、

羧酸、氧化还原活化酯等都可以用来产生亲核自由基。然而，不对称 Minisci 反应却一

直以来充满着挑战。 

在过去报道的不对称 Minisci 反应的研究中，一般采用引入手性辅基而后亲核加成，

或者不对称氢化而后串联多步反应的策略构建手性的 α-含氮杂环胺类化合物（Scheme 

1A）。然而，这些策略均需要对底物进行预官能团化，因此往往需要较多的步骤。在此，

Phipps 将光催化与手性磷酸催化结合起来，从含氮杂环类底物直接出发，与亲核自由基

作用，实现了不对称的 Minisci 反应（Scheme 1B）。反应条件温和，产率高，对映选择

性好。 

 

Scheme 1. 构建手性 α-含氮杂环胺类化合物的方法。图片来源：Science 

http://www.x-mol.com/news/11751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0/6387/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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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pps 教授的设计如下：酯 1 在 Ir(II)的作用下产生烷基自由基，该自由基与含氮杂

环、手性磷酸经氢键作用形成中间体 I。随后自由基加成、去质子化产生中间体 III。中

间体 III 在*Ir(III)的作用下经氧化芳构化生成最终产物。过程中经历了光催化和质子酸催

化的双循环（Scheme 2A）。研究发现，当采用 blue LEDs 照射并使用 2 mol%光催化剂

[Ir(dF(CF3)ppy)2(dtbpy)]PF6和 5 mol%手性磷酸催化剂时，4-甲基喹啉 2a 和酯 1a 能以 94%

的产率和 94%的 ee 值反应得到目标产物，得最优条件（Science 2B）。 

 

Scheme 2. 反应设计。图片来源：Science 

（摘自化学加 公众号） 

【有机】Science 报道新型磷阴离子试剂，开辟磷化学品合成新天地 

Michael Geeson, Christopher Cummins*, Phosphoric acid as a precursor to chemicals traditionally 

synthesized from white phosphorus, Science, 2018, 359, 6382, 1383-1385, DOI: 10.1126/science.aar6620 

最近，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 Christopher Cummins 研究团队在磷化学研究领

域取得了新进展。他们以三偏磷酸盐（trimetaphosphate）和三氯硅烷为原料，发展了一

种新颖的磷-硅阴离子——双（三氯硅基）磷阴离子（bis(trichlorosilyl)phosphide），该阴

离子可进一步转化为应用广泛的含 P-C、P-F 和 P-H 键的化合物，整个过程无需使用危

险的反应试剂。相关成果发表在近期的 Science 上。这一发现能让磷化合物的合成更安

全、更经济、更环保，为解决磷资源危机提供了新的方向。 

（摘自 X-MOL） 

https://mp.weixin.qq.com/s/_O3RDBjHngI59WziZkBRFQ
http://www.x-mol.com/news/11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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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单电子还原实现钴催化烯酰胺的不对称氢化反应 

Cobalt-catalyzed asymmetric hydrogenation of enamides enabled by single-electron reduction, Science, 

2018, 360, 888-893, DOI: 10.1126/science.aar6117 

目前，工业中的不对称氢化反应主要采用贵金属均相催化剂，如铑、钌、铱等，除

了存在地壳中含量稀少、价格昂贵、毒性大、金属残留等问题之外，提取这些贵金属也

会为环境带来负担，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在工业上的广泛应用。化学家们希望利用地壳

中含量丰富、生物兼容性好的铁、钴、镍来代替它们，然而真正高效、有潜力实现工业

化的不对称催化氢化方法却很少。 

最近，普林斯顿大学的 Paul J. Chirik 教授和美国默克研究实验室的 Michael Shevlin

博士等人合作，开创了一种钴催化烯烃不对称氢化反应的全新途径，该方法分别以绿色

清洁的 H2、甲醇（MeOH）为还原剂和溶剂，使用 Zn 粉作为活化试剂，在温和的加热

条件下通过单电子转移机制将前体Co(II)催化剂现场还原为氢化活性更高的Co(I)催化剂，

相应的 Zn/手性配体/Co(II)催化体系在烯酰胺底物的不对称氢化反应中展现出优异的反

应活性和对映选择性。在高通量自动化反应筛选技术的帮助下，他们发现

Zn/(R,R)-Ph-BPE/CoCl2·6H2O 催化体系可在催化剂用量 S/C＞1000 的条件下，以高达

97%收率、98%对映选择性实现 200 克规模抗癫痫药物左乙拉西坦（levetiracetam，Keppra）

的不对称氢化合成。化学计量研究证实，Co(II)催化剂前体(R,R)-Ph-BPECoCl2 通过甲醇

置换配体，并且锌促进了其单电子还原成能够更稳定结合膦的 Co(I)。作者表示，这是迄

今为止非贵金属催化烯烃不对称氢化最为先进、廉价的合成技术之一。 

 

 

 

 

 

 

 

 

（摘自 X-MOL 平台） 

【有机】连续流技术高通量优化药物合成反应条件 

Damith Perera*, Paul Richardson*, Neal W. Sach* et al.., A platform for automated nanomole-scale 

reaction screening and micromole-scale synthesis in flow, Science, 2018, 359, 6374, 429-434, DOI: 

10.1126/science.aap9112 

如何将目标化合物的收率提到最高？这是合成化学家每天都在解决的问题。药物化

学家近年来一直在探索连续流技术的效率优势。在近期的《科学》期刊上，美国辉瑞（Pfizer）

公司的 Damith Perera 等人报道了一种基于连续流技术，可在不同溶剂、温度、压力等条

件下进行自动化高通量化学反应筛选的平台。该平台每天可以完成超过 1500 次纳摩尔级

https://www.x-mol.com/news/1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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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反应筛选，并可以实现微摩尔级别的制备，满足后续生物活性测试的需求。 

该连续流系统与超高效液相色谱-质谱（UPLC-MS）等高通量分析相结合，实现了

从设计到结果的快速转化，大大降低了前瞻性反应筛查的成本。作者还用筛选出来的条

件，使用传统的流式或批式反应器验证了 50-200 毫克级的合成效率。 

（综合 X-MOL、药明康德 报道） 

相关阅读：CEN《化学化工新闻周刊》报道（英文） 

RSC《化学世界》报道（英文） 

【有机】改造血红蛋白可用于催化高应变碳环化合物 

Kai Chen, Xiongyi Huang, Frances H. Arnold* et al.., Enzymatic construction of highly strained 

carbocycles, Science, 2018, 360, 71-75, DOI: 10.1126/science.aar4239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Frances Arnold 教授课题组再次报道了令人惊叹的工作。该团队对

细胞色素 P450 的酶系列做了进一步的定向进化，使之能够轻松、简洁、大量地合成传

统有机合成实验室难以合成的高张力有机碳环体系——双环丁烷（bicyclo[1.1.0]butane）

和环丙烯（cyclopropene）。这一最新工作充分展现了生物催化的强大潜力。 

以蛋白功能为导向，只需要数轮的进化，细胞色素 P411 一系列酶能被快速改造用于

高效合成极具张力的双环丁烷和环丙烯结构。较之传统小分子催化剂，蛋白的独特之处

也得以全面的展现：能够高效结合底物以降低反应的活化能垒，能通过弱相互作用稳定

高活性的中间体，以及能够精准的控制底物的构象以实现立体专一性。也正因为解决了

这些问题，进化后的 P411 突变体才能高效的实现手性双环丁烷合成，得以大幅超越传统

催化方法。在基因手段的辅助下，蛋白能够被轻松改造，其快速、便捷、可调控、易改

写的性能，终将使生物催化在合成化学领域之中，占得不可替代的一席之地。 

（摘自 X-MOL 平台） 

【无机】黑暗中的无机半导体具有超级可塑性 

无机半导体在现代电子学中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无机半导体易碎，这可能导致器

件失效并限制其应用范围，特别是在柔性电子器件中。 

日本名古屋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最近发现，无机半导体不一定是脆性的：闪锌矿结构

的硫化锌（ZnS）晶体在光照下形变时会立刻断裂，而在完全无光的黑暗条件下，ZnS

能发生塑性形变，应变率ε t 可达 45%。相关研究成果“Extraordinary plasticity of an 

inorganic semiconductor in darkness”于 5 月 18 日发表在《科学》期刊上（Science, 2018, 360, 

6390, 772-774, DOI: 10.1126/science.aar6035）。 

ZnS 是直接带隙半导体，其光学带隙为 3.52 eV，塑性变形后其光学带隙明显减小，

ε t=35%时光学带隙减小为 2.92 eV。这一现象被归因于 ZnS 中的位错核具有与非位错区

不同的能带结构，而当ε t=35%时位错密度可达 109 cm
-2；如此高的位错密度会显著影响

其光学带隙，其颜色也从透明变为橙色。 

作者研究了 ZnS 塑性变形的微观机制。在黑暗条件下，ZnS 中两个不全位错同时滑

移，晶体发生滑移形变；而在光照条件下，只有前侧的不全位错容易移动，导致晶体发

生孪生形变。 

https://www.x-mol.com/news/11265
http://www.sohu.com/a/220964607_282570
https://cen.acs.org/articles/96/i5/Pfizer-automated-flow-system-screens.html
https://www.chemistryworld.com/news/1500-reactions-per-day-go-with-the-flow/3008565.article
https://www.x-mol.com/news/1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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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工作表明，光照可能影响无机半导体的机械强度和断裂性能。同时，由于在晶

体材料的制备和加工过程中（如薄膜制备和晶体外延生长），位错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在

这些方面可能需要考虑光照的影响。 

（摘自“材声到”微信公众号） 

【无机】硼对氮的固定和还原 

Marc-André Légaré, Guillaume Bélanger-Chabot, Holger Braunschweig* et al.., Nitrogen fixation and 

reduction at boron, Science, 2018, 359, 896-900, DOI: 10.1126/science.aaq1684 

德国维尔茨堡大学（JMU）的Holger Braunschweig教授研究组发现一价硼宾（borylene）

化合物可以结合氮气（N2）并对其进行还原。以钾石墨作为还原剂，N2 可连接两个亚硼

烷基单位形成中性的 B2N2 或者带电的[B2N2]
2–，它们可以在其他还原剂或空气中相互转

换，也可以被蒸馏水质子化为含有 B2N2H2 单元的双自由基产物。这三种产物都使用光学

和晶体学方法进行了表征。（详细内容另见 X-MOL） 

（摘自科研圈 公众号） 

【高分子】美法构建出类似变色龙的三嵌段共聚物 

Mohammad Vatankhah-Varnosfaderani, Andrey V. Dobrynin*, Sergei S. Sheiko*, Chameleon-like 

elastomers with molecularly encoded strain-adaptive stiffening and coloration, Science, 2018, 359, 6383, 

1509-1513, DOI: 10.1126/science.aar5308 

人体皮肤是柔软的，具有弹性，而且当发生变形时能够快速地硬化，从而阻止损伤。

当变色龙从松弛状态进入激发状态时，它的皮肤能够改变颜色。虽然这些属性能够单个

地在合成材料中加以重现，但不同动态反应的组合是很难控制的。该研究团队构建出

ABA 类型的三嵌段共聚物（triblock copolymer），其中 A 嵌段具有线性结构，B 嵌段类

似于洗瓶刷。当发生变形时，这些三嵌段共聚物就像人体皮肤一样硬化，并且改变颜色，

从而使得这些材料具有一系列适应性。 

研究人员用独特的三嵌段共聚物研制出了拥有生物组织特性的合成物——一种物理

交联的弹性体（人造橡胶），其由一个中央块组成，中央块上“嫁接”了像洗瓶刷一样的

侧链。他们发现，通过仔细选择聚合物的结构参数，新材料的应变曲线与生物组织(这项

研究中是猪皮)相同。新材料也具有生物兼容性，因为它不需要溶剂等添加剂。 

这种材料能在变形时改变颜色，科学家解释称，这一物理现象由聚合物结构的光散

射引起。原子力显微镜和 X 射线衍射实验表明，这些聚合物的末端嵌段组装成纳米球，

分布于刷子样的聚合物基质中。光线会干扰这种微相分离结构，球体之间因为距离的不

同而产生不同的颜色，所以当材料被拉伸时，它会改变颜色。 

（综合生物谷、科技日报报道） 

 相关阅读：物理学家组织网报道（英文） 

【高分子】非共轭自由基导电聚合物研究取得新进展 

Yongho Joo, Varad Agarkar, A nonconjugated radical polymer glass with high electrical conductivity, 

Science, 2018, 359, 6382, 1391-1395, DOI: 10.1126/science.aao7287 

新闻评述：A radical advance for conducting polymers, Science, 2018, 359, 6382, 1334-1335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9/6378/896
http://www.x-mol.com/news/11581
http://ctxy.bioon.com/xy/article_pc.html?id=6719845
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18-04/03/content_391732.htm?div=-1
https://phys.org/news/2018-03-polymers-mimic-chameleon-skin.html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9/6382/1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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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自由基聚合物有着非比寻常的电学性能，在电池、电子器件和存储领域有着潜

在应用价值。1972 年 Okawara 和他的合作者首先报道了氮氧基有机自由基聚合物，从那

以后氮氧基有机聚合物作为电活性材料用于电池的电极。近年来，改善有机自由基聚合

物电导率，将其用于热电器件和电子器件是研究的热点。美国普渡大学的 Brett M. Savoie

和 Bryan W. Boudouris（共同通讯作者）等人报道了一种有史以来导电率最高的有机自由

基聚合物，相关成果发表在 3 月 23 日的 Science 上。 

有机自由基聚合物由高分子烃骨架和侧基官能团组成（示意图 1）。这导致电子结构

既不像脂肪族聚合物也不像共轭聚合物。共轭聚合物中的共轭骨架给自由电子提供了离

域迁移的条件，相比之下，有机自由基聚合物仅在高度有序的局部位点承载电子。这种

微妙的差异导致了自由基聚合物的极快的充电动力学和类似电池的特性，而共轭聚合物

具有更缓慢的动力学并且更像电容器。 

 

 

图 1.有机自由基聚合物导电机理图，图来源：Science 

该团队合成了一种非共轭自由基导电聚合物 PTEO，具有低于室温的玻璃化转变温

度，经历快速固态电荷转移反应后，电导率高达 28 S/m，导电通道长度达到 0.6 微米，

实现了自由基聚合物电导率质的飞跃，可以和共轭聚合物相媲美。 

 

设计具有开放壳位点的自由基聚合物，图来源：Science 

（摘自 高分子科学前沿 公众号） 

更多阅读：物理学家组织网报道（英文） 

 ACS《化学化工新闻》周刊（C&EN）报道（英文） 

https://www.purdue.edu/newsroom/releases/2018/Q1/new-glass-like-polymer-could-conduct-electricity-for-transparent-electronics.html
http://mp.weixin.qq.com/s/Uxy5Res4uoyr4HPJfGA6zw
https://phys.org/news/2018-03-highest-radical-polymer.html
https://cen.acs.org/materials/polymers/Radical-polymer-breaks-conductivity-record/96/i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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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氢键共价交联获得具有高机械强度和可修复性的聚合物 

近日，日本东京大学的相田卓三（Takuzo Aida）教授研究团队制备了低分子量醚-

硫脲聚合物，同时兼顾自愈能力和力学性能。聚合物结构中硫脲基团形成高密度氢键网

络，而且这种非线性锯齿形氢键阵列并不会引发不需要的结晶，使得材料整体表现为无

定形聚合物。高密度氢键保证了聚合物的力学性能；而氢键易于断裂和形成，通过引入

可激活氢键对交换的结构元素，使得聚合物受压即可自愈，无需加热。该研究突破了以

往自修复材料存在的诸多应用瓶颈问题，相关论文“Mechanically robust, readily repairable 

polymers via tailored noncovalent cross-linking”发表在 Science 杂志上（Science, 2018, 359, 

72-76, DOI: 10.1126/science.aam7588）。 

（摘自 X-MOL 平台） 

【高分子】随机异源聚合物在非天然环境中保持蛋白质的功能 

日前，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徐婷及其团队在《科学》期刊发表题为 Random 

heteropolymers preserve protein function in foreign environments 的研究论文（Science, 2018, 

359, 6381, 1239-1243, DOI: 10.1126/science.aao0335）。 

蛋白质主要在其天然环境中能折叠成特定结构并发挥作用，在细胞外很难保持稳定。

在不损坏蛋白质结构和功能的情况下，连接蛋白质的合成材料是科学研究一直在攻克的

难题。在有机溶液中，如果用高分子材料裹住蛋白质，不仅会影响材料的耐腐蚀性，还

会阻碍蛋白质的有效折叠。如果想成功形成高分子包裹外壳，又不影响蛋白质的性能，

蛋白质和高分子的相互作用必须足够强大，使其有利于吸附，而又相对的弱，不会超过

主导蛋白质折叠的力。徐婷团队的研究便实现了这一点。 

随机异源聚合物（RHP）是一种无规则杂聚聚合物。在最新研究中，徐婷团队开发

出一种由四种单体合成的聚合物材料，每种单体亚单位能与感兴趣的蛋白表面上的化学

片段相互作用。这些单体亚单位相互连接模拟天然蛋白，从而使得它们与蛋白表面之间

的相互作用的灵活性实现最大化。实验证明，这种材料可以使蛋白质在无细胞合成中进

行正确折叠，并保持水溶性蛋白质在有机溶剂中的活性。 

研究人员通过将随机异源聚合物结合其它蛋白质，测试了这种材料的功能性和普遍

性，研究发现，当随机异源聚合物与一种被称作有机磷水解酶（OPH）的蛋白混合在一

起，有机磷水解酶能够降解在杀虫剂和化学战剂中发现的有毒性有机磷。 

在实验中，团队利用随机异源聚合物和有机磷水解酶制造出纤维垫，并将这些纤维

垫浸入到常用的杀虫剂溶液中，结果发现，这些纤维垫在几分钟内降解的杀虫剂量大约

为纤维垫总重量的十分之一。 

（来源：清华大学新闻网） 

  

http://www.x-mol.com/news/10743
http://news.tsinghua.edu.cn/publish/thunews/9659/2018/20180404133854478629339/20180404133854478629339_.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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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 

Science：20%，老化 1500 h 的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Hsinhan Tsai, Wanyi Nie*, Aditya D. Mohite* et al.., Light-induced lattice expansion leads to 

high-efficiency perovskite solar cells, Science, 2018, 360, 6384, 67-70, DOI: 10.1126/science.aap8671 

有机无机杂化钙钛矿太阳能电池近年来发展迅猛，大有取代硅基太阳能电池的趋势。

要想实现大规模商业化，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必须越过的一座大山就是稳定性。离子迁移

是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不稳定的关键之一，为了提高稳定性，科研工作者采用了各种各样

的策略。 

其中，基于 ABX3 结构进行掺杂，控制组成元素是经典策略之一。通过掺杂可以形

成稳定的立方相，抑制非辐射复合，得到高开放回路电压和短路电流密度。除此之外，

研究表明动态光诱导结构变化，也可以有效提高钙钛矿光电性能，增强钙钛矿电池的稳

定性。连续光照可以影响离子迁移，缺陷钝化，从而控制电荷-载流子的复合行为。问题

在于：虽然各种研究已经表明光照对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稳定性意义重大，但是光照对结

构和性能的影响，仍然缺乏直接原位表征证据和深入理解。 

有鉴于此，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 Aditya D. Mohite 和 Wanyi Nie 团队发现了

光诱导晶格膨胀使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可以在 20.5%的高转化率情况下稳定老化 1500小时

（1-sun，100 mW cm
-2）。 

 

图 1. 光诱导晶格膨胀和结构分析 

研究人员以 MAPbI3 作为参比，首先通过掺杂策略得到了 FA0.7MA0.25Cs0.05PbI3钙钛

矿。Cs 掺杂有助于室温立方相的稳定，不至于出现相分离。而 FA 的引入也是带宽由 1.66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0/638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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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 变为 1.56 eV。 

研究表明，光照情况下，钙钛矿结构发生均匀的晶格膨胀行为，使局部晶格应力产

生驰豫，从而降低钙钛矿接触界面的能垒，并减少非辐射复合，最终使钙钛矿太阳能电

池 PEC 由 18.5%提高到 20.5%，并可通过 1500 h 的老化测试（1-sun）。 

 

 

 

 

 

图 2. 光诱导晶格膨胀对 FA0.7MA0.25Cs0.05PbI3 薄膜太阳能电池性能的影响。 

进一步，研究人员还尝试在 10-sun光照条件下进行老化测试。结果表明，基于MAPbI3

的太阳能电池 30 min 后就开始失效，而 FA0.7MA0.25Cs0.05PbI3 在 300 min 后仍可保留初始

效率的 95%；600 min 后保留率为 80%，短路电流密度可以维持在初始值的 96%。 

（摘自纳米人 公众号） 

Science 评锂硫电池：蓄势待发，一飞冲天 

锂离子电池是目前电动汽车的标配，在电动汽车还未成为常态之时，新一代的锂硫

电池已经开始崛起。锂硫电池理论能量密度高达 2600 Wh/kg，是一般锂离子电池的 3-5

倍。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往往使用一些金属氧化物，成本高且比重大，使得锂离子电池

实际容量往往限制于 200 Wh/kg 左右。相比之下，硫质量更轻，成本更低，每个硫原子

可以抓住 2 个电子，使得正极容量可以达到 500 Wh/kg 甚至更多。据悉，英国一家初创

公司已经研发出比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高一倍的锂硫电池。 

锂硫电池目前的主要问题在于：长期使用寿命不够，难以稳定超过 100 圈充放电循

环。这要归因于诸多原因： 

1）Li-S 电池正极单位面积的载硫量大多低于 3.5 mg cm
-2，正极中活性物质硫的百

分含量普遍低于 70 wt%，不能满足实际应用对 Li-S 电池能量密度的需求；  

2）S 及其放电产物 Li2S/Li2S2 导电性差； 

3）中间产物聚合硫化物 LiPSs 的溶解流失； 

4）完全锂化之后体积膨胀高达 80%。 

5）硫负载量与电极厚度不匹配，现有的高硫负载正极虽然具有较高的面积容量，但

体积能量密度却相对较低。 

3 月 9 日，Science 在线发表了科学新闻记者 Robert F. Service 题为“Lithium-sulfur 

batteries poised for leap”的文章（DOI: 10.1126/science.359.6380.1080）。作者总结了近年

来无论是在电池公司还是在科学实验室中锂硫电池技术的更新进展，并对未来锂硫电池

发展进行了展望。文中提到位于英国阿宾顿的创业公司奥克斯能源的研究人员提出锂离

子电池和硫电池的混合动力汽车电池每千克的能量几乎是目前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的两

倍。电池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在 100 个左右的充电周期后会有问题。但该公司希望，在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MDg4NDQ2MQ==&mid=2247491336&amp;idx=1&amp;sn=6217eed893e6d1c7cb1be9c2426d988d&source=4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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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潜水设备和能由士兵承担的电力包等应用中，重量比价格或寿命更重要。奥克

斯的小型试验工厂的目标是每年生产 1 万到 2 万次。同时文中对比了锂硫电池相比传统

锂离子电池的优势，提到美国阿贡实验室、堪萨斯大学、厦门大学郑南峰课题组等实验

室的研究进展，采用碳材料来捕获多硫化物，大大延长了锂硫电池的循环次数。 

为了提高使用寿命，并进一步提高实用能量密度，以斯坦福大学崔屹等人为代表的

各国科学家长期以来做出来不少努力。无论是正负极材料、电池隔膜还是电解液领域，

新材料始终是电动汽车发展的根本动力。 

（摘自纳米人 公众号） 

【电池】锂金属的自热诱导枝晶愈合效应 

随着对高能量密度电池的需求增加，金属锂（Li）作为负极材料拥有 3861 mAh/g

的理论比容量而引起了人们研究兴趣。然而，由枝晶生长产生的不可逆容量损失、低库

伦效率（CE）、电解质消耗等一系列问题阻碍了其实际应用。尽管已经设计出了各种方

法来抑制枝晶的生长，但还不能完全抑制枝晶的生长。 

从动力学角度来看，较高的电流密度会加速锂金属电池中锂枝晶的生长。然而，美

国伦斯勒理工学院（RPI）的 Nikhil Koratkar 带领的研究团队发现了一种和上述情况相反

的锂枝晶生长体系：较高的电流（﹥～9 mA cm
-2）时，锂金属自发产生热效应，局部加

热给予锂原子通量和流量，引发广泛的表面扩散，从而平滑树枝状晶体，产生自愈合现

象。相关研究成果“Self-heating-induced healing of lithium dendrites”于 3 月 30 日发表在

Science 杂志上（Science, 2018, 359, 6383, 1513-1516, DOI: 10.1126/science.aap8787）。该

期 刊 同 期 配 发 题 为 “ Li metal battery, heal thyself ” 的 评 述 文 章 （ DOI: 

10.1126/science.aat2452）。 

为了阐明锂枝晶自热愈合的本质，作者进行了锂-锂对称电池测试。这些测试是在很

宽的工作电流密度范围内（～0.75 mA cm
-2 至～15 mA cm

-2）进行的，并在不同电流密度

的 50 次充放电循环之前和之后，记录锂对称电池的电化学阻抗谱（EIS）。数据结果表明

因此表明锂枝晶在 0.75 mA cm
-2 时形核和生长很快速，而当电池在～15 mA cm

-2 下运行

时似乎被抑制。 

 

图 1 锂-锂对称电池在电流密度分别为 0.75 mA cm
-2（A 和 E）、4.5 mA cm

-2（B 和 F）、9 mA cm
-2

（C 和 G）、15 mA cm
-2（D 和 H）下枝晶的形态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MDg4NDQ2MQ==&mid=2247491365&amp;idx=1&amp;sn=3861ca91c6e3c1c739912cf5e09cffda&source=41#wechat_redirect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9/6383/1513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9/6383/1463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9/6383/1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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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团队量化了传质与温度之间的关系，相邻两个枝晶间原子的迁移随着温度的升

高，传质速率增加（类似 Ostwald Ripening），并且在温度达到 40 ℃后，传质速率急剧增

加。通过分子模拟（MD）佐证了温度对枝晶的融合的影响。 

最后枝晶退火控制实验进一步确定了热效应是导致枝晶融合的主导因素。与此同时，

研究团队将这一研究方法应用于锂硫电池体系，测试结果与上述情况相吻合，表明这一

结论具有普适性。 

在此，作者提出了“自愈时间”这一概念。当施加高电流密度时，随着枝晶和 SEI

重建，起初 CE 呈现下降趋势。随后，随着表面平滑并稳定下来，CE 回升至最高值。自

愈时间可以从 CE 开始下降到 CE 恢复到高值所需的时间推断。并预测自愈时间会随着

所施加的电流密度而变化。除自愈持续时间外，自愈频率也是一个重要参数。该团队的

研究结果展示了在充电电池中有效利用锂金属电极的广阔前景。 

 

 

图 2.枝晶愈合机制。(A)纽扣电池的横截面图。(B)在 15 mA cm
-2 的电流密度下的最大枝晶温度。

(C 和 D)MD 模拟中使用的分子模型的截图，(E)用 MD 预测的不同温度下 Li 原子传质速率关系。(F)

在 4.5 mA cm
-2 的电流密度下进行 50 次充电-放电循环后锂-锂对称电池中的 Li 枝晶的 SEM 图像。(G)

通过在 70 ℃的惰性 Ar 气中进行 3 天的热退火来修复(F)中的枝晶。 

（综合 能源学人、纳米功能材料 公众号报道） 

https://mp.weixin.qq.com/s/QAiIcS-6QYZJmZOEybfqHA
https://mp.weixin.qq.com/s/vKJ7NWRMHpQPleOSQM30x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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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有机合成常见策略，启发纳米颗粒制备大突破 

Julie L. Fenton, Benjamin C. Steimle, Raymond E. Schaak, Tunable intraparticle frameworks for 

creating complex heterostructured nanoparticle libraries, Science, 2018, 360, 513-517, DOI: 

10.1126/science.aar5597 

近期，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SU）Raymond E. Schaak 教授课题组在复杂和不

对称纳米异质结构的溶液合成中取得新进展。他们提出一种“混搭”策略，从简单易得

的硫化铜纳米颗粒开始，通过阳离子交换反应引入各种类型的界面和结（junction）；再

以这些界面和结作为颗粒内框架，进一步反应可以继续引入更多新元素，呈现更丰富的

形貌，满足更多样的应用需求。基于这种“混搭”策略，他们在文中轻松实现了 47 种复

杂纳米异质结构的模块化可控合成，充分证明了该方法的可控性和普适性。该文发表在

Science 上。 

Schaak 课题组想到了有机合成中常用的“逆合成分析”，这种策略把复杂的目标分

子一步步拆解成更简单、更容易合成的前体甚至市场上买得到的初始原料，从而为复杂

有机分子的合成找到合适的路线。复杂的纳米异质结构是否也能复制这一过程？研究者

们决定试试。他们将需合成的目标拆解为更小的易合成的“合成子”，并寻找一条合适的

“合成路线”。该方法的核心就是找到适合的“合成子”，研究者称之为“第一代（G-1）

纳米结构”，要求结构简单、获得容易、修饰方便。随后，对 G-1 纳米结构进行可控修

饰以引入各种类型的界面和结作为颗粒内框架，得到“第二代（G-2）纳米结构”。接下

来的进一步修饰与反应可在颗粒内框架上引入新元素和新结构，从而实现后续第三代

（G-3）、第四代（G-4）等复杂纳米异质结构的合成。 

 

复杂纳米异质结构的可控合成。图片来源：Schaak Group / PSU 

最终他们选择 Cu1.8S 纳米颗粒作为 G-1 纳米结构“合成子”。通过控制反应时间，

就可以得到不同纳米形貌、不同组成的纳米结构，如 CdS-Cu1.8S 半球 Janus 颗粒、ZnS

–Cu1.8S–ZnS 层状纳米“三明治”等等。这些 G-2 纳米异质结构包括多种的界面和结，

形成了颗粒内框架。 

http://science.psu.edu/news-and-events/2018-news/Schaak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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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结合选择性刻蚀、种子生长、选择性沉积等等方法，G-3 纳米结构还可进一步被

拓展和修饰，可以引入更多的元素，呈现更丰富的形貌，满足更多样的应用需求。在本

文中，研究者轻松合成出了 47 种不同的异质结构金属硫化物纳米颗粒，充分证明了这种

“混搭”策略的实用性和通用性。 

（来源：X-MOL） 

化学合成半导体纳米孔石墨烯 

César Moreno, Diego Peña, Aitor Mugarza et al.., Bottom-up synthesis of multifunctional nanoporous 

graphene, Science, 2018, 360, 199-203, DOI: 10.1126/science.aar2009 

石墨烯由于具有高的电荷载流子迁移率，在晶体管等电子器件领域具有重要应用前

景，有望实现更快的计算能力。然而，石墨烯没有带宽，导致石墨烯电子器件在任何闸

极电压下都依然保持高导电性，不能完全关闭，从而限制了其在电子器件的应用。因此，

科研工作者长期以来都致力于如何使石墨烯半导体化。 

为了使石墨烯半导体化，目前通用的策略是制备石墨烯纳米带或者纳米孔结构。为

了实现原子结构精确的纳米孔或纳米带石墨烯，科研工作者发明了一种自下而上的化学

分子聚合合成策略。即便如此，问题依然存在：一方面，石墨烯纳米带长度不够（<50 nm），

导致器件表征困难；另一方面，纳米孔石墨烯的化学法精确合成仍然有待突破。 

有鉴于此，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纳米科技研究所 César Moreno、Aitor Mugarza 和西班

牙圣迭戈·德孔波斯代拉大学 Diego Peña 团队合作，报道了一种化学分子前驱体聚合制

备 1 nm 孔半导体石墨烯的新策略。 

 
图 1. 化学合成纳米孔石墨烯 

研究人员采用类似石墨烯纳米带的合成策略，以 DP-DBBA 为分子前驱体，在 Au(111)

单晶表面。在 200 ℃时分子开始聚合，在 400 ℃左右开始形成纳米带。和之前的石墨烯

纳米带不一样的是，这种石墨烯纳米带结构并不是规则的直线型，因此，当进一步进行

http://www.x-mol.com/news/12739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0/6385/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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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 ℃的退火操作时，石墨烯纳米带并没有继续变宽形成更宽的纳米带，而是聚合形成

纳米孔结构的石墨烯。 

 

图 2. 纳米孔石墨烯的合成表征 

研究表明，这种纳米孔石墨烯孔径可达到 1 nm 尺度，高度各向异性的能带宽度达到

1 eV。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半导体化的纳米孔石墨烯具有大面积的导电晶畴区域，基于

此制备的晶体管具有高开关比和约 75%的电学测试收率。 

（摘自纳米人 公众号） 

中国学者利用“图灵结构”开发出高效净水薄膜 

浙江大学研究团队利用“图灵结构”开发出一款新型纳滤膜，其透水速率是传统纳

滤膜的三到四倍，有望在未来的水净化处理方面发挥作用。 

5 月 3 日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的研究显示（Polyamide membranes with nanoscale 

Turing structures for water purification, Science, 2018, 360, 518-521, DOI: 

10.1126/science.aar6308），浙江大学张林教授团队将计算机与人工智能之父、英国科学家

阿兰·图灵提出的“反应－扩散方程”与膜研究结合起来，首次在薄膜上制造出了纳米

尺度的“图灵结构”。 

图灵曾在 1952 年发表《形态发生的化学基础》一文，尝试用简洁的数学公式解释复

杂生命形态背后的化学机理。他认为任何重复的自然图案都是通过两种具有特定特征的

事物（如分子、细胞等）相互反应产生的，根据他提炼出的“反应－扩散方程”，这两种

组分由于扩散差异导致系统失稳，最终形成斑纹、条纹、斑点等“图灵结构”。图灵推测，

斑马等生物体表面的图纹可能就是该反应－扩散体系的结果。 

纳滤膜是孔径在 1 纳米以上，允许某些分子或离子等透过的功能性半透膜，能去除

水中特定的有机物、色素和盐，主要通过“界面聚合反应”来制备。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MDg4NDQ2MQ==&mid=2247491328&amp;idx=1&amp;sn=56e2e129d55fa96d45061bf5cb8cfeb1&source=41#wechat_redirect
http://www.zju.edu.cn/2018/0504/c578a802692/page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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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首先让哌嗪和均苯三甲酰氯两种小分子分别溶解于水和油中，两种小分子

在水油交接处发生聚合反应，几秒钟内形成一层平整致密、厚度约 100 纳米的高分子薄

膜。但哌嗪和均苯三甲酰氯的扩散速率差异还不足以产生“图灵结构”。 

随后，张林团队向聚合反应中添加了聚乙烯醇，降低了哌嗪的扩散速率，最终制出

一张具有纳米级“图灵结构”的纳滤膜。通过调节聚乙烯醇的浓度，还可得到泡状、管

状等不同的“图灵结构”。 

张林教授表示，中空的管状或泡状“图灵结构”可提供更大的有效水传递面积，因

此材料拥有更高的水通量和盐截留性能。 

（来源：新华网） 

Science：模仿细胞膜，构筑超柔韧膜材料 

近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CNRS）的 Arnaud Antkowiak 等研究者向自然学习，

模拟细胞的褶皱和绒毛应变缓冲结构，以聚偏氟乙烯-co-六氟丙烯（PVDF-HFP）为材质，

通过在该纳米纤维膜内灌注润湿液体驱动构筑了具有可逆形变的超柔韧材料；并对其内

在构造和相应形成机理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该研究对液膜中薄膜失稳形变物理特性的深

入阐述，为柔性电池、软体机器、组织工程等新兴应用领域中新一代可拉伸材料的制备

提供了理论支撑。相关论文“Capillarity-induced folds fuel extreme shape changes in thin 

wicked membranes ” 发 表 在 Science 上 （ Science, 2018, 360, 296-299, DOI: 

10.1126/science.aaq0677）。 

（摘自 X-MOL） 

钙钛矿表面 KTaO3(001)的极性补偿机制 

离子晶体中交替带电的平面堆叠会产生发散的静电能（极性激变），带来不稳定性，

因此它必须通过表面重构得到补偿。维也纳工业大学 Martin Setvin 带领的团队利用扫描

探针显微镜和密度泛函理论研究了钙钛矿钽酸钾 KTaO3(001)表面随自由度增加的补偿

机制。相关研究成果“Polarity compensation mechanisms on the perovskite surface 

KTaO3(001)”发表在 Science 上（DOI: 10.1126/science.aar2287）。 

在真空中被切割的表面被固定在适当的位置，但是其能立即响应绝缘体到金属的转

变以及可能的铁电晶格失真。在真空中退火形成分离的氧空位，随后将顶层完全重排成

有序的 KO 和 TaO2 条纹图案。通过形成具有理想几何形状和电荷的羟基化覆盖层继而置

于水蒸气后，最终发现了最佳解决方案。 

（摘自材料牛网） 

【纳米科技】Science 封面：由电场控制的 DNA 自组装纳米机械臂 

Enzo Kopperger, Jonathan List, Friedrich C. Simmel* et al.., A self-assembled nanoscale robotic arm 

controlled by electric fields, Science, 2018, 359, 296-301, DOI: 10.1126/science.aao4284 

基于 DNA 自组装的纳米机器人或者纳米机器发展十分迅速，驱动力多来自 DNA 杂

交反应、光化学反应、酶催化等，几乎都存在系统慢、力量弱、效率低等难以克服的问

题。近日，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的 Friedrich Simmel 课题组在 Science 杂志上发表封面文

章，利用 DNA 纳米技术制备了一种高效纳米机械臂，在外加电场的驱动下，这种机械

http://www.xinhuanet.com/tech/2018-05/04/c_1122783452.htm
http://www.x-mol.com/news/12996
http://www.cailiaoniu.com/1245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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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可以进行顺时针和逆时针的旋转，也可以在预设位置之间运动，其运动速度极快，角

频率可高达 25 Hz，比已知的 DNA 纳米技术要快上约百万倍。这种机械臂的定位精度也

很高，约为 2.5 nm。除了运动能力一流，这种 DNA 纳米机械臂还可在电场下运输分子

或大小为数十纳米的纳米颗粒。该研究有助于对光子、等离子激元输运过程进行高精度

的控制。 

 

当期 Science 杂志封面。图片来源：Science 

首先，研究者利用了“DNA 折纸（DNA origami）”技术构造了一块 55 nm × 55 nm

的刚性 DNA 基板，并在其上安装了一条 25 nm 长的机械臂，该机械臂由 6 螺旋的双链

DNA构成。基板和机械臂由不配对碱基构成的柔性DNA链所连接。原子力显微镜（AFM）

图像显示，基板和机械臂的厚度都在 4 nm 左右。 

因为 DNA 带负电，所以在外加电场驱动下，就有可能受控地运动。之前的研究者

用电场多是拉伸 DNA 分子，或者控制 DNA 分子的取向，或者电泳分离 DNA 分子，还

从未用于 DNA 纳米机电系统构象的动态控制。为了验证这一想法，研究者设计了一种

十字型的微型电泳装置，包含两条互相垂直的微流道，以及两对铂电极。DNA 机械臂及

其基板就设置在十字型微型电泳装置的正中心，如此以来，就可以精准的控制 DNA 的

运动方向，诱导手臂相对于基板任意角度转动。 

研究者在 DNA 机械臂的一端连接上荧光标记，通过荧光显微镜就可以观测纳米机

械臂的转动过程。 

（摘自 X-MOL 平台） 

http://www.x-mol.com/news/1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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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限域 DNA 组装纳米颗粒超晶格 

Qing-Yuan Lin, Jarad A. Mason, Zhongyang Li, Vinayak P. Dravid, Koray Aydin, Chad A. Mirkin et al.. 

Building superlattices from individual nanoparticles via template-confined DNA-mediated assembly, 

Science, 2018, 359, 6376, 669-672, DOI: 10.1126/science.aaq0591 

结合自上而下的光刻技术，DNA 程序化组装有序纳米结构越来越流行。由于 DNA

序列的特异性和特殊性，使得 DNA 组装技术尤其适合于组装成各种不同形貌、尺寸和

结构，从而在光学器件等领域发挥更大作用。 

有鉴于此，美国西北大学 Chad A. Mirkin、Vinayak P. Dravid、Koray Aydin 三位教授

合作，报道了一种新型的模板限域 DNA 组装纳米颗粒超晶格策略。 

 

 

 

 

 

 

 

 

 

 

图 1. DNA 纳米颗粒程序化组装示意图 

研究人员将 PMMA 固定于镀金的硅片表面，利用电子束光刻技术在 300 nm 厚的

PMMA 基底上刻蚀均匀的孔结构。以 PMMA 孔结构为模板，研究人员在金表面成功构

建了具有精确结构的超晶格纳米颗粒。 

通过调控孔的形貌、尺寸和结构，组装纳米超晶格的尺寸、形貌也得以控制。另外，

金纳米颗粒表面的 DNA 链可以控制颗粒间距，DNA 链上带有经过修饰的腺嘌呤，其中

包括更硬的核糖基团形成的强碱基对。通过改变乙醇和水混合溶剂的比例，就可以调控

三种不同金纳米颗粒（球形、三角片、立方体）的堆积高度，并同时调控其光学性能。 

这些常规方法难以实现的纳米结构，为基于纳米颗粒的光学材料中的光-物质相互作

用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平台。 

（摘自纳米人 公众号） 

【纳米材料】具有可控应变的连贯、超薄过渡金属二硫化物超晶格 

Saien Xie, Jiwoong Park et al.., Coherent, atomically thin transition-metal dichalcogenide superlattices 

with engineered strain, Science, 2018, 359, 6380, 1131-1136, DOI: 10.1126/science.aao5360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9/6376/669
http://mp.weixin.qq.com/s/_Ct-3NhO76-1wSQM-AupV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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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延生长是现代电子学和光电子学的基础。本研究报道了单层过渡金属二硫化物在

连贯原子厚度超晶格中无错位地重复侧向整合，保持了晶格的各项属性。这一强大的外

延应力由纳米超晶胞精确设计，使材料具备能广泛调节的光学性能。这种连贯、超薄的

超晶格使得在原子尺度下对目标功能的调控成为可能。 

（摘自科研圈 公众号） 

【磁性材料】磁场调控手性磁性纳米颗粒和凝胶的光学活性 

Jihyeon Yeom, Nicholas A. Kotov*, André F. de Moura* et al.., Chiromagnetic nanoparticles and gels, 

Science, 2018, 359, 6373, 309-314, DOI: 10.1126/science.aao7172 

具磁性和手性于一身的光学纳米材料对于磁性-光学和手性晶体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手性无机纳米结构具有十分显著的圆二色性，但实时调控它们的光学活性目前只能通过

不可逆的化学改变来实现。因此，场调控对于手性光学设备来说应该是更适宜的途径。

磁场调控可以实现很大一部分源于手性纳米结构可以产生磁性转变偶极矩到偏振旋转的

改变。 

这项研究合成了具有 L-和 D-半胱氨酸表面键的顺磁性 Co3O4 纳米颗粒，这些键赋予

了晶体晶格的手性转变，而这种各向异性使得材料的手性光学活性增强，较非顺磁性纳

米颗粒要高 10 倍。纳米颗粒凝胶对紫外光范围内圆偏振光束的透过率可以通过磁场可逆

调控。这种现象同样在其他具有印迹氨基酸和其他手性键修饰晶格扭曲的纳米金属氧化

物观察到。 

 

图 1. 合成手性 Co3O4纳米颗粒 

（摘自材料牛网）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9/6373/309
http://www.cailiaoniu.com/1222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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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高效回收的高性能塑料 

当前的塑料制品循环再利用工艺，大多是包括清洗、破碎、重熔等步骤的物理再加

工过程，能覆盖的塑料种类有限，而且再加工过程往往伴随着塑料的品质降低。而聚乳

酸等生物可降解塑料，也仅仅是“生物可降解”，降解产物很难回收再用于生产塑料制品。 

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CSU）的 Eugene Y.-X. Chen（陈优贤）教授团队设想，能

否通过单体设计和反应条件选择，让塑料在容易实现的特定条件下降解成最初的单体原

料再加以回收利用呢？2015 年底，他们在 Nature Chemistry 上发表了令人惊喜的研究成

果——真正化学意义上“可回收”的生物塑料（Nat. Chem., 2016, 8, 42-49，点击阅读相

关）。使用生物质衍生化合物γ -丁内酯（GBL）为单体，在镧（La）金属催化剂存在和

低温条件下实现单体的开环聚合，得到了线形与环状两种聚合产物，最高转化率高达 90%。

更重要的是，这种聚合物可以在加热条件下降解为 GBL 单体，实现降解循环利用。不过，

这些生物塑料也存在一定问题，比如聚合反应要求低温环境，所得聚合物耐热性一般、

分子量较低、相对较软。 

近日，该团队报道了最新进展，他们设计了一种在 α 和 β 位具有反式环稠合的 γ-丁

内酯衍生物作为单体，使用极少量的催化剂，可在室温、无溶剂条件下高效地发生聚合

反应。生成的高分子量聚合物具有良好的热稳定性和结晶性，并且同样可以热解或化学

法降解为原始单体，如此聚合-降解过程还可反复多次。相关论文“A synthetic polymer 

system with repeatable chemical recyclability”发表在 4月 27日出版的 Science杂志上（DOI: 

10.1126/science.aar5498），该期刊同期还配发了题为“Plastics recycling with a difference”

的评述文章（Science, 2018, 360, 6387, 380-381）。 

（摘自 X-MOL） 

更多阅读：ACS《化学化工新闻》报道 

https://natsci.source.colostate.edu/infinitely-recyclable-polymer-shows-practical-properties-of-plastics/
http://www.x-mol.com/news/1472
http://www.x-mol.com/news/1472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0/6387/398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0/6387/398
http://www.x-mol.com/news/12525
https://cen.acs.org/materials/polymers/Strong-stable-polymer-recycled-again/96/i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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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柯团队在纳米金属稳定性研究领域取得新进展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卢柯研究员和李秀艳研究员团队发现在一定的临界晶粒尺寸

以下，纳米晶金属的热稳定性随晶粒尺寸降低反而升高。研究结果以“Enhanced thermal 

stability of nanograined metals below a critical grain size”（临界晶粒尺寸下纳米晶金属的超

高热稳定性）为题，于 5 月 4 日在《科学》上发表（ Science, 2018, DOI: 

10.1126/science.aar6941）。 

以往研究表明，金属晶粒细化至纳米尺寸可以大幅度提高其强度和硬度，但是由于

引入了大量的晶界，纳米金属材料的热稳定性变差，如纯铜中的纳米晶粒甚至在室温条

件下即发生长大。这种纳米金属材料固有的不稳定特性一方面给材料制备加工带来困难，

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实际应用。 

他们的工作表明，对于纯铜，当晶粒尺寸小于 70 nm 以后，随着晶粒尺寸的进一步

减小，纳米晶的热稳定性反而上升，尺寸为 30 nm 的晶粒，其长大温度甚至高达 600 K

以上（如图所示）。研究发现，这一现象与纳米晶金属在该尺寸下全位错不能弓出，晶界

通过释放不全位错，使晶界能向低能状态转变有关。作者表示，这种超高稳定性纳米晶

的发现，对于理解纳米晶的变形机制以及晶界在纳米尺寸下的行为具有重大科学意义。 

 

退火引起的梯度纳米结构纯铜的组织变化。（A）制备态（左）以及不同温度退火 30 分钟后的样

品横截面的 SEM 照片，虚线处为样品表面。（B）和（C）分别为距表面 2mm 处的样品退火前和 433K

退火 30 分钟后的 TEM 照片及电子衍射图。（D）和（E）为梯度样品 433K 退火和 473K 退火 30 分钟

后的最表面组织 EBSD 图。（F）制备态、413K 和 453K 退火 30 分钟后样品的平均晶粒尺寸及硬度随

深度分布。 

（来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http://www.imr.cas.cn/xwzx/kydt/201805/t20180504_5006322.html
http://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0/tab448/info737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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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材料】Science 封面：科学家首次合成八种元素的高熵合金纳米颗粒 

近日，纳米科学领域又有重大突破。通过多所大学的合作，科学家找到了一种通用

的简单方法，首次将多种在常识中不能相容的元素在纳米尺度进行均匀的分散融合，制

备出含有 8 种元素的单相固溶纳米颗粒。这种高熵合金（high entropy alloy）纳米颗粒的

问世，将拓展纳米材料领域的研究和应用范围。 

理论上来说，将多种性质迥异的元素受控地整合在纳米颗粒中，会为纳米颗粒的性

能带来更多的变化和可能性。然而，因为元素之间的巨大性质差异，通常情况下纳米颗

粒的合成与研究大多停留在 1～3 种元素，而且往往还会形成元素或者相分离的结构。因

此，在纳米尺度控制多种不能相容的元素制备纳米颗粒是非常大的挑战。 

针对这一问题，马里兰大学胡良兵教授课题组与麻省理工大学李巨教授课题组、伊

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 Reza Shahbazian-Yassar 教授课题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王超教授

课题组合作，提出了一种通用且简单的解决方案，通过对负载中碳纳米纤维上的前体金

属盐混合物进行快速急剧升降温，可以得到组成、尺寸均可控的多组分高熵合金纳米颗

粒。相关工作“Carbothermal shock synthesis of high-entropy-alloy nanoparticles”发表在 3

月 30日的Science杂志上（Science, 2018, 359, 1489-1494, DOI: 10.1126/science.aan5412），

并被选为封面文章。同期 Science 杂志还刊登了相关的论述文章 Mashing up metals with 

carbothermal shock。 

 

图 1. 当期 Science 封面及论文首页。图片来源：Science 

这种合成高熵合金纳米颗粒的策略被称为“碳热震荡法（carbothermal shock）”，通

过简单的两步快速急剧升降温完成。预先混合好的各种金属盐的前驱体负载到碳纳米纤

维上，然后进行高温（约 2000 K）快速急剧升温降温处理（约持续 55 毫秒，升降温速

率 100,000 K/s，图 2B）。在高温下，金属盐的前驱体迅速分解形成液态金属，混合均匀；

快速的降温使得各种元素来不及扩散即被“冻结”在纳米颗粒中，形成均匀混合的高熵

https://eng.umd.edu/release/do-not-publish-scientists-mix-the-unmixable-to-create-shocking-nanoparticles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9/6383/1489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9/6383/1467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9/6383/1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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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金纳米颗粒。例如，铂（Pt）、钯（Pd）、镍（Ni）、钴（Co）、铁（Fe）、金（Au）、铜

（Cu）、锡（Sn）这八种金属元素的原子半径、还原电势、优选晶体结构、熔点等性质

有很大差异，通常方法很难形成固溶体，但该研究团队使用碳热震荡法就很容易地制备

了八元高熵合金纳米颗粒（图 2D）。而且，通过调整碳热震荡法的参数，包括温度、处

理时间、升降温速率等，研究团队可以很好地控制纳米颗粒的化学成分、尺寸大小、以

及相组成（固溶体或者相分离）。 

 

图 2. （A）急剧升降温前后的碳纳米纤维；（B）急剧升降温过程示意图；（C）Pt-Ni 合金纳米

颗粒电镜及元素分布图；（D）八元高熵合金纳米颗粒元素分布图。图片来源：Science 

（摘自 X-MOL） 

中外科学家在纳米尺度发现金刚石超弹性变形 

日前，由中国香港城市大学陆洋副教授牵头的国际联合研究团队在纳米尺度下金刚

石的力学行为研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研究首次观测到纳米级金刚石可承受前所未有的

巨大形变且能迅速恢复原状，其中单晶金刚石样本的局部拉伸弹性形变量最大可达到约

9%，接近金刚石在理论上可达到的弹性变形极限。该研究成果于 4 月 20 日发表在美国

《科学》杂志上（Ultralarge elastic deformation of nanoscale diamond, Science, 2018, 360, 

6386, 300-302, DOI: 10.1126/science.aar4165）。 

众所周知，金刚石是自然界最坚硬的物质。在宏观尺度下，它通常被认为表现不出

丝毫变形行为。任何极端尝试对金刚石进行变形的后果往往在还没有达到可见形变之前

就发生脆性断裂。这也使得它在一些可能承受机械变形的应用受到限制。 

为针对金刚石这一特殊的脆硬材料进行纳米尺度力学测试，该研究团队基于扫描电

子显微镜平台，设计了一套独特的纳米力学实验方法，实现了电镜实时观察下对单晶和

http://www.x-mol.com/news/11972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0/638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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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晶金刚石纳米针样品（由香港城市大学张文军实验室制备）进行定量的“压缩—弯曲”

测试。实验结果显示，单晶和多晶金刚石纳米针均可实现远高于宏观金刚石数十倍以上

的大变形且在极大范围内可完全回复。 

为精确分析其形变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苏布拉·苏雷什教授和道明研究员领导的

纳米力学实验室对实验结果进行了模拟分析，确证单晶金刚石纳米针在拉伸侧的弹性形

变量达到约 9%，对应强度亦接近其理论极限。研究人员表示，对于宏观的金刚石（钻

石），这样的变形是前所未有、难以想象的。 

随后，陆洋及合作者采用高分辨透射电子显微镜对断裂前后的样品进行了原子尺度

下的微结构分析以及对应的理论模拟，探究纳米尺度金刚石的机械变形机理。 

（来源：人民网） 

 更多阅读：研之成理公众号 详细解读 

【合金】镁合金塑性增强机制的起源与预测 

Zhaoxuan Wu, Rasool Ahmad, W. A. Curtin, et al.., Mechanistic origin and prediction of enhanced 

ductility in magnesium alloys, Science, 2018, DOI: 10.1126/science.aap8716 

洛桑联邦理工学院 W. A. Curtin 带领的团队报道了由于金字塔形<a + c>位错转换为

固定结构，纯镁表现出较差的延展性。该研究说明了为什么镁可以通过特定的稀释溶质

添加剂使其具有延展性，这使得<c + a>交叉滑移和倍增速率比有害的<c + a>转化速度快

得多，使得其在加工过程中既能获得良好的质感，又能在变形过程中持续塑性变形。定

量理论建立了延性作为合金成分函数的条件，与许多现有的镁合金的实验非常吻合，并

且溶质增强滑移机制通过透射电子显微镜观察在镁-钇中得到证实。这种理论可以快速筛

选出有利于高延展性条件的合金组成，并有助于开发高成形性的镁合金。 

（摘自材料牛网） 

由晶种生长法制备的共轭聚合物纳米纤维中的长程激子传输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George R. Whittell、Ian Manners 以及剑桥大学 Richard H. Friend

（共同通讯作者）等人分别以聚乙二醇和聚噻吩等为原料制备了具有电晕结构的有机半

导体纳米纤维。在这种纳米纤维中，由于-堆积作用，中心核区的聚芴激子能够迁移到

聚噻吩电晕结构中，同时实现超长的扩散距离（大于 200 nm）和较大的扩散系数（0.5 

cm
2
/s），更重要的是，这个距离可以通过改变聚乙二醇的长度来调节，因此该特征可能

有潜力被用于有机器件如光伏发电的开发中。相关成果“Long-range exciton transport in 

conjugated polymer nanofibers prepared by seeded growth”发表在 Science 上（DOI: 

10.1126/science.aar8104）。 

（摘自材料牛网） 

快速冲击超薄薄膜产生液滴包裹层 

Narayanan Menon, Deepak Kumar, et al.., Wrapping with a splash: High-speed encapsulation with 

ultrathin sheets, Science, 2018, DOI: 10.1126/science.aao1290 

弹性薄膜能依靠毛吸力对液滴产生自主包裹，而对该过程的直观观察非常重要。美

国马萨诸塞大学 Narayanan Menon（通讯作者）等人利用水相的超薄聚合物薄膜实现对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8-04/25/nw.D110000renmrb_20180425_2-12.htm
https://mp.weixin.qq.com/s/pSSYp9nERsUXyaeO3XQKhQ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9/6374/447
http://www.cailiaoniu.com/123278.html
http://www.cailiaoniu.com/1402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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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滴的包裹，并研究了液滴作用的快速动力过程。研究人员通过聚合薄膜的 2D 裁剪边

缘得到包裹层的 3D形状，并通过油包水和水包油薄膜两方面来展现了该技术的普遍性。 

（摘自科研圈 公众号） 

类似肌肉性能的液压放大自愈静电致动器 

E. Acome, K. Mitchell, C. Keplinger, et al.., Hydraulically amplified self-healing electrostatic actuators 

with muscle-like performance, Science, 2018, 359, 61-65, DOI: 10.1126/science.aao6139 

高速、高效和稳健的软传感器对软机器人的发展将有很大帮助。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波尔得分校 Christoph Keplinger 教授研究团队找到了一个简单而巧妙的新策略，整合了

液压致动器及介电弹性体致动器两种技术的优势，基于市售的植物绝缘油构筑了一种结

构简单、强大、反应迅速、可自愈的人造肌肉，他们称之为“液压放大自愈静电致动器

（HASEL actuators）”。HASEL 致动器的原料来源广泛、制备简便，驱动力高且具备自感

知能力和优异的电击穿自修复能力，在发展新一代软体机器人领域具有重大的应用潜力。

相关论文发表在 Science 杂志上。 

（摘自 X-MOL） 

  

http://www.x-mol.com/news/1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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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 

Science 封面：哈佛实现精确控制两个原子结合为偶极分子 

化学反应通常是由原子或分子通过正确取向的碰撞产生的，但不论是碰撞还是取向

都是随机的。因此，传统化学家对某个反应进行研究往往是研究整个反应体系的平均状

态，而不能做到对反应体系中某个分子的碰撞进行单独研究。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些技

术已经能通过降低分子的热力学扩散速度实现对基元反应的探测。为了从最基本的结构

单元上观测一个反应的进行过程，人们必须拥有对单个分子甚至单个原子的控制能力。

现阶段，扫描隧道显微镜（STM）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单原子操控方法，但是 STM 这种

技术只能在某种材料的表面进行原子级的提取与放置，因此人们更加渴求一种能对原子

进行自由操作的技术。光镊子（Optical Tweezer）是一种利用光学梯度力形成的光阱操

作微小粒子的技术。由于其具有非接触性和非破坏性等优势，光镊子在物理、化学、材

料、机械、生物及医学等领域拥有广泛的应用空间。 

最近，哈佛大学的 Kang-Kuen Ni（倪康坤）带领的研究团队做出突破，首次实现了

精确控制两个原子反应生成一个偶极分子（dipolar molecule）。他们使用光镊（optical 

tweezer）技术分别控制两个激光冷却的超冷原子：钠（Na）原子和铯（Cs）原子，在一

个光学偶极阱中碰撞，吸收光子并形成一个激发态分子 NaCs*。在他们的实验中，反应

方程 Na + Cs = NaCs*原原本本地精确描述了实验室中发生的实际过程。该成果以

“Building one molecule from a reservoir of two atoms”为题发表于 Science，并被选为封

面文章（DOI: 10.1126/science.aar7797）。 

 

当期封面。图片来源：Science 

在这篇工作中，作者通过光镊技术控制钠原子和铯原子，使它们限制在一定区域，

该操作条件需要超高真空度，气压只有 10
-8

 Pa。两种光镊的激光波长分别是 700 nm 和

976 nm，因为钠原子与铯原子的可极化性（polarizability）不同，700 nm 波长的光吸引

钠原子，排斥铯原子，而 900 nm 波长的光吸引铯原子的作用力比吸引钠原子的作用力

https://news.harvard.edu/gazette/story/2018/04/two-atoms-combined-in-dipolar-molecule-for-first-time/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0/639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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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五倍多，利用这两种波长的光可以将激光冷却的超冷钠原子和铯原子（低于 100 μ K）

限制在一个光镊内。当钠原子和铯原子都在同一光镊内时，在光子作用下反应生成激发

态的 NaCs*，反应方程式为 Na + Cs = NaCs*，形成的激发态 NaCs*很快衰减回到基态。

当然，该反应并不是每次都成功，通过原子的荧光图像可以观察到碰撞之后光镊内原子

的个数。 

 

使用光镊捕获单原子并反应形成偶极分子。图片来源：Science 

作者以两种方式证实了激发态NaCs分子的形成：（一）监测铯原子和钠原子的荧光，

一旦原子结合成分子，荧光就会消失；（二）检测激发态 NaCs 分子的红外光谱中的特征

振动线，可以证实该分子的形成。尽管激发态 NaCs 分子的寿命很短，但该反应证明可

以通过使用激光刺激而非外加其他原子（例如催化剂）形成分子。 

（综合 X-MOL、CBG 资讯 公众号报道） 

【拓扑光子学】美以联合研究团队研发拓扑绝缘体激光器 

拓扑绝缘体激光器：理论 Gal Harari, Miguel A. Bandres, Mordechai Segev et al.., Topological 

insulator laser: Theory, Science, 2018, DOI: 10.1126/science.aar4003. 

拓扑绝缘体激光器：实验 Miguel A. Bandres, Steffen Wittek, Mordechai Segev et al.., Topological 

insulator laser: Experiments, Science, 2018, DOI: 10.1126/science.aar4005 

近年来，拓扑绝缘体由于其拓扑次序的优点，这种大部分体积绝缘但在其边缘导电

的材料已成为凝聚态物理学最热门的课题之一。这个概念在光子学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应

http://www.x-mol.com/news/12931
https://mp.weixin.qq.com/s/eXLfZkvBQstR1QOfr7PN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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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如，在材料研究中，某些材料虽然在大部分体积中具有光子带隙，但能够在其材

料边缘沿某一方向传输光。 

目前，由以色列和美国科学家组成的一支联合研究团队发表的两篇 Science 论文中

报告了基于拓扑绝缘原理的半导体激光器的设计和演示实验。研究人员认为，他们的研

究结果“为开发一类新型的主动拓扑光子器件提供了一条高效和稳健的路线。” 

诸如拓扑绝缘体之类的系统拥有一种非常优秀的特征，就是其边缘状态的“拓扑保

护”。这意味着拓扑绝缘体的导电边缘对于缺陷和失调将非常有效，例如允许电子沿着材

料边缘的某一个方向进行无散射地传导，甚至能够忽视诸如锐角之类的缺陷。这种稳健

的无散射传播在激光系统中将特别有利用价值，其中材料的缺陷会导致低输出耦合、多

模传输和传输效率的降低。 

该研究团队在几种不同的系统架构下进行数字设计和谐振器阵列测试。其中一种架

构使用了一种带有非周期性耦合器的微环谐振器晶格，据研究人员称，这种架构能够使

用标准的半导体技术来实现，而无需外部磁场或其他材料。相反，非周期耦合和微环中

顺时针和逆时针模式相互作用的结合产生材料本身的人造磁场。对这种架构的数值模拟

表明，它能够使高效、单向、单一模式的情况下，即使在引入失调的情况下，也可以在

系统边缘进行激光发射。 

对于接下来将要进行的实际测试，团队将使用在 30 nm 厚的 InGaAsP 量子阱平台上

制造耦合环形谐振器的 2 维 10×10 平方晶格。他们将新架构连接到一个输出耦合波导，

然后用 1064 nm 激光器对泵浦阵列的边缘输出 10 纳秒的激光脉冲，使用红外相机捕获阵

列边缘的激光模式结构。 

 

 

 

 

 

 

 

 

在联合研究团队展示的拓扑绝缘体激光器中，激光绕过了尖锐的角或其他局部的材料缺陷，最

终通过输出端口出射。图片来源：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 S.Wittek 和以色列理工学院 M.A.Bandres。 

研究小组发现，阵列边缘的微谐振器环在“拓扑保护的无散射边缘模式”中发出激

光，的确类似于拓扑绝缘体中的边缘电流。由此产生的单模激光效率要远远高于研究小

组为了比较而设计的非拓扑排序情况。研究人员甚至在边缘架构中引入了一些缺陷，从

阵列中去除了两个微环增益元件。他们发现光线能够绕过缺陷，通过快速绕过非活性基

体材料，然后继续在材料边缘周围高效传播，这是一个清晰的信号，表明器件中的拓扑

保护工作正在进行。 

（摘自中国光学期刊网） 

更多阅读：物理学家组织网报道（英文） 

http://www.opticsjournal.net/Post/Details/PT180207000098Xt1w4
https://phys.org/news/2018-02-topological-physics-lasing-highly-effici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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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光子学】石墨烯将光“压缩”在单原子尺度内 

David Alcaraz Iranzo, Sebastien Nanot, Frank H.L. Koppens et al.., Probing the Ultimate Plasmon 

Confinement Limits with a van der Waals heterostructure, Science, 2018, 360, 6386, 291-295, DOI: 

10.1126/science.aar8438 

据最近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称，西班牙光子科学研究所（ICFO）Frank 

H.L. Koppens 带领的研究团队创造了利用石墨烯限制光的最新纪录。他们将光“压缩”

在单个原子大小的空间内，这一成果有助于研发超小型光开关、探测器和传感器。 

光可以作为计算机芯片不同部分之间超快速通信的通道，也可以用于超灵敏传感器

或片上纳米激光器。科学家对于进一步缩小控制和引导光的设备进行了大量研究。将光

限制在极限空间内的新技术一直在发展中，等离子体约束就是限制光的途径之一。此前

研究发现，金属可以将光压缩到波长范围（衍射极限）以下，但总是会以更多的能量损

失为代价。 

 

 

 

 

 

 

 

纳米光学器件效果图：光(等离子体)被挤压在金属/六方氮化硼和石墨烯之间。图片来源：ICFO 

此次，该团队构建了新的纳米光学器件，包含了单层石墨烯和六方氮化硼的加工异

质结构，以及一系列金属棒。令人兴奋的是，仅在一个原子厚度的通道内，等离子体仍

能被激发并自由扩散。 

论文的第一作者 David Alcaraz Iranzo 表示：“起初，我们的目的是寻找一种激发石

墨烯等离子体的新方法，但偶然发现，其结果是可以将光限制在更小范围内。因此，我

们希望看看是否能获得一个原子的极限纪录。” 

研究人员设法打开和关闭这种等离子体激元，发现只需施加电压，就能在小于 1 纳

米的通道中实现对光的引导和控制。 

（来源：科技日报） 

【量子光学】一种拓扑量子光学界面 

Sabyasachi Barik, Mohammad Hafezi*, Edo Waks*, et al.., A topological quantum optics interface, 

Science, 2018, 359, 6376, 666-668, DOI: 10.1126/science.aaq0327 

拓扑学在光学中的应用已经促成了开发具有抗干扰特性的光子器件的新模式。虽然

拓扑现象在经典领域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但是对于在量子领域中实现强光物质耦

http://digitalpaper.stdaily.com/http_www.kjrb.com/kjrb/html/2018-04/24/content_392930.htm?di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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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仍然是一个未探索的课题。Barik 等人展示了单个量子发射器和拓扑光子态之间的稳

定界面。该方法是在两个不同的拓扑光子晶体的边界处创建出稳健的反向传播边缘态。

Barik 等人展示了量子发射体进入这些模式的手征发射，并建立起了它们避免尖锐弯折

的稳健性。这种方法可以促进具有内置保护的量子光学器件的发展，在量子模拟和传感

中具有潜在应用。 

（摘自 新材料在线） 

更多阅读：物理学家组织网报道（英文） 

英中团队在拓扑光子晶体中发现理想外尔点和螺旋体表面态 

英国伯明翰大学张霜教授课题组和埃克塞特大学 Alastair Hibbins、中科院物理所陆

凌等人合作，在拓扑光子晶体中理论设计并实验实现了理想的外尔（Weyl）点，而且得

到了时间反演对称性保护下最少个数的四个外尔点，同时也第一次完整地在实验上观测

到外尔体系表面态的三维螺旋面结构，该工作“Ideal Weyl points and helicoid surface states 

in artificial photonic crystal structures”近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Science, 2018, DOI: 

10.1126/science.aaq1221）。 

他们设计并制备了马鞍形状的光子晶体，观测到了理想的外尔系统，其中四个对称

性保护的外尔点坐落在同一个频率，并且在这个频率周围没有其他能带干扰。他们采用

近场扫描的方法测量了该光子晶体的体态和表面态的分布情况（图 2）。作为源的探针放

在样品的底部，这样可以同时激发体态和表面态。测量的探针在样品的上表面扫描，可

以得到近场的振幅和相位分布，然后通过傅里叶变换得到其动量空间的等频面分布情况。

从图中的实验和仿真的对比中可以看到螺旋表面态的旋转情况。他们的发现对外尔拓扑

态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平台。 

（来源：中科院物理所） 

技物所&复旦 Science：非局域热电子能量耗散空间成像研究获新进展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陆卫和复旦大学研究员安正华的科研团队共

同合作，通过散粒噪声对非局域热电子能量耗散进行空间成像研究，相关研究成果

“Imaging of nonlocal hot-electron energy dissipation via shot noise”已发表在 5 月 18 日出

版的《科学》杂志上（DOI: 10.1126/science.aam9991）。获得该成果的关键手段是基于团

队自主研发的超高灵敏甚长波量子阱红外探测器的扫描噪声显微镜（SNoiM）技术。 

非平衡输运热电子的实验检测在技术上具有极大的挑战。该研究采用的 SNoiM 技术

是一种可以检测热电子散粒噪声的红外近场显微镜技术。其基本机理是非平衡态电子的

电流强烈涨落形成的散粒噪声会直接导致近场甚长波红外辐射，通过高灵敏的红外近场

检测可实现仅测量到非平衡态电子特性，而不反映出与晶格温度达到平衡的平衡态电子

特性，从而为直接观察在纳米结构中电子的非平衡态乃至远离平衡态的特性提供了独特

方法。 

（来源：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MIT 发表非厄米系统费米弧观测研究成果 

拓扑性质是几何或空间在连续改变形状后仍然保持不变的一些性质。将拓扑效应引

入凝聚态物理系统，被证明是理解微观奇异世界的关键之一。然而，当前拓扑物理学领

https://phys.org/news/2018-02-routing-photons-topological-photonic.html
http://www.iop.cas.cn/xwzx/kydt/201805/t20180525_5017162.html
http://www.iop.cas.cn/xwzx/kydt/201805/t20180525_5017162.html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early/2018/03/28/science.aam9991
http://www.sitp.ac.cn/xwzx/kydt/201804/t20180402_49904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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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鲜见对开放系统（物理上也称为非厄米系统）拓扑性质的实验观测，这是由于开放系

统是能量不守恒的体系，能量的增长或泄露都将增大体系复杂性和测量难度。 

麻省理工学院（MIT）物理学系 Marin Soljacic 教授课题组、北京大学彭超副教授以

及宾夕法尼亚大学 Bo Zhen 助理教授通力合作，对非厄米系统的拓扑性质展开直接实验

研究，成功观测到非闭合的费米弧（Fermi arcs）和偏振态半核（polarization half-charge）

现象。 

费米弧是能量等高线上具有开放端点的不闭合弧——这一现象打破了能量等高线必

为闭合曲线的直观认知，一般被认为存在于三维体系的二维表面上。与之不同的是，该

团队实验观测的费米弧来自三维体系自身，而非其二维表面，因此被叫做体费米弧。体

费米弧连接了系统中的两个辐射奇异点（exceptional points），体现出非厄米系统的拓扑

性质。同时，他们还观测到系统内拓扑性质的另一种表现——光子偏振态半核；也就是

说，光子偏振在波矢空间以一定的闭合路径扭转半圈，类似于形成偏振态上的莫比乌斯

环。该研究成果以“Observation of bulk Fermi arc and polarization half charge from paired 

exceptional points ” 为 题 近 日 发 表 在 《 科 学 》 期 刊 上 （ Science, 2018, DOI: 

10.1126/science.aap9859）。 

（摘自北京大学） 

更多阅读：物理学家组织网报道（英文） 

基于纳米结构范德华材料的红外双曲线超表面 

Peining Li, Irene Dolado, Rainer Hillenbrand* et al.., Infrared hyperbolic metasurface based on 

nanostructured van der Waals materials, Science, 2018, 359, 6378, 892-896, DOI:10.1126/science.aaq1704 

极化子超表面可以对光进行调控。该研究通过六方氮化硼薄层纳米结构研发出一种

中红外双曲超表面，可支持极化声子在平面内传播。研究还应用红外成像对极化声子波

阵面进行成像。研究结果描述了如何利用近场显微镜探索非均质材料中极化声子的波阵

面，以及纳米结构化的范德华材料可成为支持双曲线红外超表面装置回路的平台。 

 

 

 

 

 

 

 

 

 

（摘自科研圈 公众号） 

相关阅读：物理学家组织网报道（英文）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9/6379/1009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9/6379/1009
http://pkunews.pku.edu.cn/xxfz/2018-01/18/content_301063.htm
https://phys.org/news/2018-01-exotic-phenomena-photonic-crystals.html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59/6378/892
https://phys.org/news/2018-02-upsid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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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光学自旋-轨道耦合的纳米手征能谷-光子界面 

L. Kuipers, Su-Hyun Gong, et al.., Nanoscale chiral valley-photon interface through optical spin-orbit 

coupling, Science, 2018, DOI: 10.1126/science.aan8010 

二维过渡金属双硫族化合物材料的能谷信息可以用光的自旋角动量编码并检测。荷

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 L. Kuipers（通讯作者）等人使用等离子纳米线-二硫化钨（WS2）

层系统展示能谷依赖的光定向耦合。WS2 中的谷赝自旋耦合相同手性的横向光子自旋，

耦合效率达到 90±1%。研究结果为调控、检测和处理电子能谷和自旋信息提供平台。 

（摘自科研圈 公众号） 

混合分子-胶体液晶 

Haridas Mundoor, Sungoh Park, Ivan I. Smalyukh*, et al.., Hybrid molecular-colloidal liquid crystals, 

Science, 2018, DOI: 10.1126/science.aap9359 

软物质系统内有序性和流动性经常共存一体，但其对称性又高于其基本构件的对称

性。美国科罗拉多大学 Ivan I. Smalyukh 研究小组将微米长度的无机胶体棒分散在分子棒

的向列液晶流体中。两种单轴构件块在自由扩散时相互作用，形成正交向列流体。尺寸

相似的棒体平行，分子有序向与胶体棒正交。这些混合流体可以通过电场、磁场进行切

换。 

（摘自科研圈 公众号） 

美实现对手性声子的观测 

Hanyu Zhu, Yuan Wang*, Xiang Zhang* et al.., Observation of chiral phonons, Science, 2018, 359, 

6375, 579-582, DOI: 10.1126/science.aar2711 

手性揭示了基本粒子基本相互作用的对称破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张翔教授研究

组单层二硒化钨中的声子存在内在手性，在间接红外吸收过程中通过空穴-声子相互作用

的空穴谷间传输确定声子，通过赝角动量守恒产生的红外圆二色谱确认它们的手性。该

研究结果对于固体中的电子声子耦合、声子驱动的拓扑状态以及高能效信息处理非常重

要。 

（摘自 新材料在线） 

  

https://huanqiukexue.com/a/Nature/2018/0606/280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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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 

上转换纳米颗粒介导的光遗传学近红外深部脑刺激 

Shuo Chen, Xiaogang Liu*, Thomas J. McHugh* et al.., Near-infrared deep brain stimulation via 

upconversion nanoparticle–mediated optogenetics, Science, 2018, 359, 679-684, DOI: 

10.1126/science.aaq1144 

光遗传学是一门光学与遗传学交叉，快速、精确控制特定神经元活动的技术。生物

体系中的神经元可通过光控离子通道调节，并在光照条件下受激发，这一发现直接促使

了光遗传学的形成。由于很好地满足了生物过程所需要的毫秒级响应速度和细胞特异性

精度，光遗传学为关于疾病和健康的生物学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问题在于：光控离子通道只受蓝绿色可见光控制，而可见光容易被组织散射，从而

导致脑深部刺激，尤其是小区域精确刺激无法有效实现。 

 

图 1. 上转换纳米颗粒辅助的近红外光控深度脑刺激 

有鉴于此，日本 RIKEN 脑科学研究所 Thomas J. McHugh、Shuo Chen 和新加坡国立

大学刘小钢团队合作报道了一种基于上转换纳米颗粒（UCNPs）的深度脑刺激光遗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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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利用镧系掺杂的上转换纳米颗粒作为光学转换器，将透过组织的近红外光

转化为可见光，组织外的近红外不易被散射，而组织内的可见光则可以有效控制离子通

道的开关。 

进一步，通过控制上转换纳米颗粒中的不同镧系掺杂，可以精确调控激发波长，以

匹配和活化特定神经元活动，实现精准调控。 

总之，这项交叉研究为光遗传学深度脑部刺激打开了新的局面，使得光控非侵入性

深度脑部刺激迈出了一大步。 

（摘自纳米人公众号） 

3D 打印技术实现药物的自动化合成 

Philip J. Kitson, Leroy Cronin et al.. Digitization of multistep organic synthesis in reaction ware for 

on-demand pharmaceuticals, Science, 2018, 359, 314-319, DOI: 10.1126/science.aao3466 

最近，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 Leroy Cronin 教授结合 3D 打印技术设计了一种可封装

聚丙烯（PP）材料的反应容器，并基于数字化程序完成了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剂(±)-巴氯

芬（baclofen）的自动化合成。这种设备包含相互贯通的五个不同形状及大小的隔室，整

个反应流程涉及 3 个不同的化学反应及萃取、过滤、蒸发等 12 个独立的操作步骤。反应

装置的设计以及自动化合成过程均通过程序化编码为数字化 3D 模型，随后借助 3D 打印

设备便可完成以上所有的操作。相关工作发表在 Science 上。 

该团队设计的自动化合成反应器实现了原料药（API）生产的分散化与小型化，人

们不再需要复杂庞大的设备适应流水线合成，操作人员也无需特殊培训，仅在办公室内

借助一台 3D 打印设备、一个常用的化学原料库以及一套说明书便可轻松完成 API 的合

成。借助这种自动化合成技术，人们在未来还可实现药物的个性化定制。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MDg4NDQ2MQ==&mid=2247491396&amp;idx=1&amp;sn=dbf8691e0dadc827434d01c0445af966&source=41#wechat_redirect
https://www.gla.ac.uk/news/archiveofnews/2018/january/headline_568272_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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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 X-MOL） 

更多阅读：RSC 化学世界报道（英文） 

Science：从结构上揭示钒固氮酶的作用机制 

Daniel Sippel, Michael Rohde, Oliver Einsle* et al.., A bound reaction intermediate sheds light on the 

mechanism of nitrogenase, Science, 2018, 359, 6383, 1484-1489, DOI: 10.1126/science.aar2765 

分子氮到氨的酶促转化需要电子和质子的转化。为这种转移提供舞台的是固氮酶辅

助因子，即一种精心构造的铁、硫、碳与高柠檬酸的聚集体，在某些情况下还包括碳酸

氢根附加物，以及确定酶类型的第二种金属离子。这种辅因子如何结合氮的问题一直是

难以回答的。德国弗莱堡大学 Oliver Einsle 研究组报道了钒固氮酶（vanadium nitrogenase）

的一种结合中间物的高分辨率结构。在这种结合中间物中，质子化的氮原子结合到钒固

氮酶的辅因子 FeV 上。这种结合导致第 176 位点的谷氨酰胺发生翻转，从而取代桥接的

硫原子。 

（摘自生物谷） 

 

 

 

更多进展（所网站已有报道） 

1. Science 特刊：明星材料——钙钛矿的 Science 六连击 

 

2. Science：“二维声子/三维电荷”传输特性提高 n 型 SnSe 晶体材料的热

电性能 

（3D charge and 2D phonon transports leading to high out-of-plane ZT in n-type SnSe crystals, Science, 

2018, 360, 6390, 778-783, DOI: 10.1126/science.aaq1479） 

3. Science：北科大在负热膨胀体系铁电研究领域取得新进展 

（Giant polarization in super-tetragonal thin films through interphase strain, Science, 2018, 361, 6401, 

494-497, DOI: 10.1126/science.aan2433） 

4. Science：基于机器学习准确预测偶联反应收率 

（Predicting reaction performance in C–N cross-coupling using machine learning, Science, 2018, 360, 6385, 

186-190, DOI: 10.1126/science.aar5169） 

 

5. Science：东大研制出首例无金属钙钛矿型铁电体 

（Science, 2018, 361, 6398, 151-155, DOI: 10.1126/science.aas9330） 

 

（End） 

https://www.x-mol.com/news/11181
https://www.chemistryworld.com/news/ikea-reactionware-promises-to-democratise-organic-chemistry/3008542.article
http://news.bioon.com/article/6719845.html
http://www.fjirsm.ac.cn/xwzx/kjxx/201711/t20171110_4890546.html
http://www.fjirsm.ac.cn/xwzx/kjxx/201806/t20180605_5022087.html
http://www.fjirsm.ac.cn/xwzx/kjxx/201806/t20180605_5022087.html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0/6390/778
http://www.fjirsm.ac.cn/xwzx/kjxx/201808/t20180815_5056010.html
http://www.fjirsm.ac.cn/xwzx/kjxx/201805/t20180509_5009072.html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0/6385/186
http://www.fjirsm.ac.cn/xwzx/kjxx/201807/t20180719_5045696.html
http://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361/6398/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