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仿生学就是通过研究自然界生物的结构、性状、行为以及与生存环境的响应机制，为工程技术提供新的设计思想、工作原理和系统构

成的技术科学。为木材的各类加工技术，诸如化学的、物理的或生物的加工，提供新的理念，新的设计，新的构成，而赋予木材新的功能或

智能响应性的科学，称其为木材仿生科学。

自然界的生物体经过数十亿年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其结构与功能已趋至完美，实现了宏观性能与微观结构的有机统一。如荷叶的

滴水不沾特性、棉花的轻柔飘逸特性、海鞘的环境响应特性、贝壳的“砖—桥—泥”层级结构、候鸟海龟的“千里迁徙”和“万里洄游”特性、树

根的自修复特性等现象已切实体现了自然生物体微观结构与宏观功能的和谐统一。同样，自然界的这些生物体所固有的智能行为和独特

的自然属性给予了木材科学无尽的启发，从大自然给予的启发，依据生物学原理和现代技术开展木材仿生与智能响应研究，向自然界学

习，模仿自然界生物体功能中的某一方面，构筑相似甚至超越自然生物体功能的新型木质基仿生材料，完成智能操纵的过程，进而获得高

效率、低能耗、环境和谐与快速智能应变的木质基新材料，赋予木材奇异功能或创生新型复合材料的发展空间。

木材是一种天然的有机复合材料，由各种不同的组织结构、细胞形态、孔隙结构和化学组分构成，是一类结构层次分明、构造有序的聚

合物基天然复合材料。从米级的树干，分米、厘米级的木纤维，毫米级的年轮，微米级的木材细胞，直到纳米级的纤维素分子，具有层次分

明、复杂有序的多尺度分级结构，为木材仿生高性能化材料和制备特殊的多级多尺度结构新型材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木材除拥有精妙

的多尺度分级结构外，还具有天然形成的精细分级多孔结构，孔的形状有不规则的圆形、方形、椭圆形和多边形等，孔径尺寸具有从毫米到

纳米的明显分级特征。木材形态各异的管孔形状、尺寸和分布特征，为设计和制备各种分级多孔材料提供了广阔的选材空间。除了具有

结构层次分明、构造复杂有序、分级结构鲜明、多孔结构精细等特性，木材同时具有各向异性、低密度、高弹性、机械性能优良和来源丰富、

可再生、清洁等特点，为木材仿生奠基了广阔的空间。

木材天生是一种自然智能响应性生物材料，像其他生物系统一样，具备感知、驱动和控制3个基本要素，具有生物系统独有的3大自律

机制：结构自组织、损伤自修复和环境自适应。而木材由于自身的生物结构和形成物质，又具有它某些独特的智能性调节作用的性质。（1）
木材的智能性调湿调温功能：具有智能的调温功能，即“冬暖夏凉”。（2）木材的智能性生物调节功能：木材的视感与人的心理生理学反应遵

循和符合1/f涨落自然规律。木材所具有的1/f波谱涨落与人体中所存在的生物节律（节奏）之涨落一致时，人们就产生平静、愉快的心情而

有舒适之感。（3）木材的智能性调磁功能：木材具有调节“磁气”和减少辐射的智能性功能。在木质环境中，因木材不能屏蔽地球磁力作用，

所以，生物体可以保持正常、安定的生活节奏。木材对于人体不足的磁气又具有自然补充的机能，所以可以促进自律神经活动，适宜的磁

气对减少高血压、风湿症、肾病等多种疾病的发生有一定影响。（4）木材具有天然的美学性质：从远古到现代乃至将来，人们对木材情有独

钟，这皆因木材具有其他任何材料无可比拟的美质和美感。木材之美乃天然之美，符合现代人“亲近自然”的追求，主要体现在木材的质

地、纹理和丰富多彩的花纹图案，它能带给人们非常美好的视觉、触觉和嗅觉。木材来源于树木，树木生长于高山峻岭之上、绿水青山之

中。因此木材不同于其他材料，它是一种生物质材料，具有生物的生气与灵性。木材的这种生气与灵性正是木材之美的真谛所在。

总之，木材源于自然，拥有大自然赐予的精妙的多尺度分级结构、天然形成的精细分级多孔结构、智能的调湿、调温、生物调节、调磁、

天然美学等多种智能性功能，木材的这些天然的自然属性为开展木材仿生与智能响应科学研究奠基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仿生构筑高性

能木质新材料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木材仿生与智能响应科学研究期望以自然界给予的各种现象为启发，进行自然界生物体的结构，

功能、行为、视觉等仿生研究，充分利用木材自身独特的天然结构与属性，将其与纳米技术、分子生物学、界面

化学、物理模型等相结合，制备出具有奇异性能的仿生木质基新型材料。坚持创新理念，主动增强自主创新

能力，今后应聚焦关注：响应性智能高分子膜的设计与制备；结构化仿生表面的设计与制备（包括软印刷技

术）；木材中胆甾型液晶相的奇异光学性质。同时倡导并加强木材科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进行广泛、深入

的交叉融合，实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大自然的启发——木材仿生与智能响应

李坚，辽宁阜新人，东北林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木材科学院院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纳米纤丝化纤维素与气凝胶、木材仿生与智能化、木材碳学与绿色加

工、木材保护与功能修饰等系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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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片说明·

中国木材仿生科学研究方兴未艾

自然界的生物体经过数十亿年的物
竞天择、优胜劣汰，其结构和功能已趋于
完美，实现了宏观性能和微观结构的有
机统一。

从大自然给予的启发，向自然界学
习，模仿自然界生物体功能中的某一方
面，构筑相似甚至超越自然生物体功能
的新型仿生材料，完成智能操纵的过程，
进而获得高效、低能耗、环境和谐且快速
智能应变的新材料及其新性质，研究和
构筑高性能的仿生智能材料是人类发展

进程中的一个永恒课题。
仿生学是通过研究自然界生物的结

构、性状、机理、行为以及相互作用，为工
程技术提供新的设计思想、工作原理和
系统构成的技术科学。为木材的各类加
工技术，诸如化学的、物理的或生物的加
工，提供新的理念，新的设计，新的构成，
而赋予木材新的功能或智能响应性的科
学，称其为木材仿生科学。智能材料的
构想来源仿生，具备感知、驱动和控制三
个要素。诸如：仿生“荷叶滴水不沾”可
以赋予木材的超疏水性；仿生“扇贝的层
积结构”可以制备出高强度的木质层积
材料；仿生“棉花的轻柔飘逸”可以制得
密度为毫克级/立方厘米的木质纤维素气
凝胶；仿生“海鞘的光敏变色”可以制备
光致变色的木材产品等等。

木材是一种天然的有机复合材料，
具有结构层次分明、构造复杂有序、分级
结构鲜明、多孔结构精细等特性，同时具
有各向异性、低密度、高弹性、机械性能
优良和来源丰富、可再生、清洁等特点，
为木材智能仿生奠定了广阔的空间。木
材仿生智能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是木材
科学发展中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
究领域，它使木材从更微观的层次师法
自然，利用从生物体那里获得的启示为
木材的功能拓展和高值化开发提供新的
研究思路，通过构筑具有仿生结构的智
能型木材或复合材料，解决木材资源不
足和使用中的种种限制，实现木材的自

增值性、自修复性、自诊断性、自学习性
和环境适应性，使得木材从更高的技术
层次上为人类的文明进步服务。

目前有关仿生功能性生物质基材料
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东北林业大学
林业工程学科的开创引领下，国内一些综
合性大学和林业大学对这一研究方向逐
渐重视，蓬勃发展。整体看来，该领域研
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但是研究的内容不全
面，研究结果深度不够，仿生特殊润湿性
与智能性木质材料技术创新性不够，缺乏
核心知识产权技术，部分关键的科学技术
问题还有待解决，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
系。在实际应用中还存在很多问题。

针对当前仿生特殊润湿性与智能性
木质材料研究的热点和难点，2015年10
月21日，由中国工程院农业学部、科技导
报社主办，浙江农林大学协办，召开了主
题为“木竹材仿生与智能性响应”的《科
技导报》学术沙龙。《科技导报》围绕本次
学术沙龙研讨的相关内容，在2016年第
19期出版“木竹材仿生与智能性响应”专
题，“卷首语”发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坚
的“大自然的启发——木材仿生与智能
响应”，“专题论文”刊登了27篇相关研究
论文，力图展现中国学者在该领域的最
新研究成果，推进仿生特殊润湿性与智
能性木质材料技术的快速发展。

本期封面图片为荷叶滴水不沾示意
图。本期封面由胡辰旭设计。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吴晓丽吴晓丽））

·导 读·

P22 温度和pH响应型高分子智能膜的制备及应用
温度和pH响应型高分子智能膜在物质分离、控制释放等领域有着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综述了温度和pH响应型高分子智能

膜的制备方法和应用现状，阐述了非极性和自支撑温度和pH响应型高分子智能膜的构筑方法、构效关系及响应机制。分析表明，将环境
响应性链段引入纤维素、壳聚糖等天然高分子，制备出环境响应型微孔膜，对扩展纤维素和壳聚糖的应用领域有重要意义。

P31 仿生超疏水导电竹材的制备及其耐久性
采用银镜反应及分子自组装技术，在竹材表面原位负载一层纯单质银纳米粒子，赋予竹材导电功能，再经十七氟癸基三甲氧基硅烷

（FAS-17）的进一步处理，制备出具有导电功能的仿生超疏水竹材试样，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研究了其稳定性及耐久性。结果表明,试
样竹材表面拥有亚微米/纳米的二维等级粗糙结构，该结构协同低表面能物质FAS-17共同决定了竹材的超疏水性，竹材表面与水的接触角
为155°，滚动角小于10°；试样竹材能够抵抗pH溶液及强摩尔浓度NaCl溶液，且经强烈的溶液搅拌及蒸煮，依旧保持其超疏水性和导电
性。

P36 木材表面原位生长WO3纳米片及其光响应行为
采用乙醇作为诱导剂，利用一种简单的低温水热合成法在木材表面原位生长无机WO3纳米片。分析表明，WO3纳米片均匀的生

长在木材表面，具有六方晶相结构；WO3处理后的木材与素材相比，其最大吸收波长出现蓝移；WO3/木材在紫外光照射下具有明显的
变色功能；WO3涂层对木材成分降解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经过十八烷基三氯硅烷改良后，此复合材料具有超疏水功能。

P50 超疏水磁性纤维素粒子的制备及性能表征
超疏水材料在自清洁、防腐蚀、液体运输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采用纤维素为原料，制备了超疏水磁性纤维素粒子。竹溶

解浆用氢氧化钠/尿素/水体系溶解，在水中再生形成纤维素粒子；采用原位沉淀法制得磁性纤维粒子，正十八烷基三甲基硅烷修饰后得
到超疏水磁性纤维素粒子。改性纤维素粒子表现出超疏水性能和磁响应性能，水接触角达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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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届中国科协年会在西安隆重开幕

（图片来源：中国科协）

1 第十八届中国科协年会召开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30/30]

9月 24日，第

十八届中国科协

年 会 在 西 安 开

幕。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国家副

主席李源潮李源潮出席

开幕式并发表讲

话，他希望广大科

技工作者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殷切

嘱托，在建设世界

科技强国、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征程中建功立业、创新争先。

围绕本届年会的主题“创新发展·科技引领”，全国政协副主

席、中国科协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万钢在致辞中强调，迈向创新型国

家，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不但要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也

要具备坚实的社会基础和良好的创新氛围。

本届年会由中国科协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两院院士

和国内外科技工作者代表共约2400人参加年会有关活动。

2 中国天眼FAST落成启用 探测宇宙搜寻地外文明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30/30]

9月25日，超级“天

眼”（500 m口径球面射

电望远镜 FAST），在贵

州省平塘县的喀斯特洼

坑中落成，开始接收来

自宇宙深处的电磁波，

这标志着中国在科学前

沿实现了重大原创突

破。

作为国家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天眼”工程

由主动反射面系统、馈

源支撑系统、测量与控

制系统、接收机与终端

及观测基地等几大部分

构成。主动反射面是由

上万根钢索和 4450个

反射单元组成的球冠型索膜结构，其外形像一口巨大的锅，接收

面积相当于30个标准足球场。

“天眼”工程总工程师兼首席科学家南仁东南仁东介绍，借助这只巨

大的“天眼”，科研人员可以窥探星际之间互动的信息，观测暗物

质，测定黑洞质量，甚至搜寻可能存在的星外文明。众多独门绝

技让其成为世界射电望远镜中的佼佼者，这也将为世界天文学的

新发现提供重要机遇。

3 卢煜明、薛其坤摘得首届未来科学大奖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9/30]

9月19日，中国首届未来科学大奖（首个民间科学奖）获奖名单

在北京揭晓。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卢煜明卢煜明和清华大学教授薛其坤薛其坤因

在其各自领域的卓越研究，分别获得首届未来科学大奖的生命科

学奖和物质科学奖，各自获得100万美元奖金。

未来科学大奖在设置上吸收了国际知名奖项如诺贝尔奖、图

灵奖、菲尔兹奖和科学突破奖的经验，同时也做了创新。比如，在

捐赠模式上，其他奖项多是由一个家族或个人捐赠，未来科学大

奖则创新了聚合众人之力的捐赠模式，奖金来源于未来论坛理事

的自愿出资，并选择公共声誉优良、社会贡献突出且深度认同科

学价值的行业领袖定向捐赠，每项奖项由4位捐赠人共同捐赠。

首届未来科学大奖设置了“生命科学奖”和“物质科学奖”2个

奖项。首届大奖科学委员会委员包括丁洪丁洪、何川何川、李凯李凯、饶毅饶毅、田田

刚刚、王晓东王晓东、文小刚文小刚、夏志宏夏志宏、谢晓亮谢晓亮。

4 汤森路透最新引文桂冠奖出炉 两位华人科学家获奖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8/30]

9 月 21
日，汤森路透

旗下的知识产

权与科技事业

部 发 布 了 其

2016 年 引 文

桂冠奖名单。

继 2014
年和2015年之后，2016年的引文桂冠奖名单中连续第3年出现

华人科学家——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华裔科学家张锋张锋和来自香

港中文大学的卢煜明卢煜明入选2016年引文桂冠奖化学领域的获奖名

单。张锋因在老鼠和人类细胞中应用CRISPR-cas9 基因编辑

技术获此殊荣；卢煜明因在孕妇血浆血中检测到胎儿游离 DNA，

从而取得了无创产前检测的革命性成果而入榜。

5 《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报告2016》发布 我海洋经济总量
平稳增长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7/30]

9月27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海洋局联合发布《中

国海洋经济发展报告2016》。《报告》中指出，2015年，在国内外经

济总体下行压力加大的趋势下，中国海洋经济总量平稳增长，海

洋渔业、油气业、生物医药业等重点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呈现

出“经济规划指导和政策调节不断加强”“沿海地方政府推动健全

海洋资源产权交易制度”“沿海地区海洋生态修复成效显著”等新

亮点。

国家海洋局办公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斌王斌介绍，初步核算，

2015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为 64669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9.4%，与 2014 年基本持平，实际增量依然可观；可比增速为

7.0%，保持略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速的发展态势，但较往年继续

呈现放缓态势。

从FAST工程底部拍摄的馈源舱

（图片来源：《解放日报》）

麻省理工学院的华裔科学家张锋、

香港中文大学的卢煜明（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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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天宫二号进入交会对接准备阶段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7/30]

9 月 25 日消

息称，北京航天飞

行控制中心成功进

行 2 次轨道控制，

将天宫二号调整至

距地面 393 km的

圆形轨道上，使其

正式进入交会对接

准备阶段。

北京航天飞行

控制中心副主任李

剑介绍，在神舟十一号发射之前，天宫二号要经历4个关键阶段。

一是发射入轨段。9月15日22∶13，天宫二号成功发射入轨；二

是变轨控制段。9月16日，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对天宫二号成

功实施两次变轨控制，使天宫二号由椭圆形轨道进入近圆形轨

道；三是在轨测试段。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对天宫二号平台的

各个分系统进行在轨测试，测试结果显示各分系统状态良好，工

作正常；四是交会对接准备段。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再次对天

宫二号进行轨道控制，使其进入预定的交会对接轨道，等待神舟

十一号到来。

9 美重构过去200万年地球表面气候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5/30]

7 中国学术论文涉嫌造假 代写公司与巴西SCI杂志合作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6/30]

9 月 20 日，美国知名英文论文抄袭检测网站 Plagia⁃
rismWatch首页发表报告《科学论文代笔公司与掠夺欺诈型期刊

合谋中国学者》。报告内容长达几十页，详细披露了监测到的造

假论文内容。

这些涉嫌造假的文章均发表在巴西SCI杂志《Genetics and
Molecular Research》上。这本杂志的影响因子只有0.764，但是

2015年度中国学者发表的文章达到了1605篇，该杂志2015年总

共发表了2056篇论文，中国学者论文比例高达78.1%。

在该杂志的同一期刊登了数篇相似的中国投稿者论文，论文

中使用了相同图表、相同研究对象、得出了相同实验结果。距英

国学术医疗科学文献出版商大规模撤销中国论文仅仅1年时间，

中国学术论文造假再度被曝光。

8 第十三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入选者公示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6/30]

9月25日，中国科协公示了第十三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入选者。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王琳王琳、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王艳丽王艳丽、北京化工大学尹梅贞尹梅贞、浙江大学田梅田梅、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杜兰杜兰、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陈玲玲陈玲玲、上海交通大学范范

金燕金燕、南开大学罗义罗义、清华大学周树云周树云和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

护研究所高利高利10人入选。

“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由全国妇联、中国科协、中国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欧莱雅（中国）有限公司于2004年共同

设立，旨在表彰奖励在基础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取得重大和创新

性成果的青年女科技工作者，培养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激励和

引导广大青年女性投身科学事业、攀登科技高峰，为建设创新型

国家、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努力奋斗。

9月 26日，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在《Nature》发表论文

报道，其重构了过去200万年的全球平均表面温度，这是迄今为

止时间跨度最长的地球表面气候重构研究。文章认为，目前的大

气层温室气体水平可能使未来地球温度上升3~7℃。

此次，研究人员使用源自59个海洋沉积岩心的逾20000个海

洋表面温度数据结果，以1000年为间隔，重构了过去200万年的

全球平均表面温度。研究发现，地球表面温度一开始逐渐下降，到

大约 120万年前这种降温趋势停滞，表明全球变冷并非导致进

入中更新世过渡期（125万年前到 70万年前）的唯一原因，当时

地球气候正从 4.1万年左右的冰河周期，向 10万年左右的周期

转变。

研究人员认为，结合大气层二氧化碳的记录，此次重构预估

未来全球平均表面温度将上升3~7℃，这是在大气层二氧化碳浓

度稳定在目前水平情况下得出的结论。

10 第7次北极科考队凯旋圆满完成预定考察任务
[核心媒体报道频次：25/30]

9月27日，中国第7次北极科学考察队圆满完成各项预定考

察任务，乘坐“雪龙”号极地考察船，返回位于上海的极地考察国

内基地码头。

此次北极科学考察亮点纷呈，在北极科学研究热点方面取得

了多项进展：首次在北冰洋门捷列夫海岭进行考察，完成1条综合

考察断面，实施了我国首次在东西伯利亚海、楚科奇海西侧和门

捷列夫海岭等海域的海洋观测；首次使用空气枪震源激发人工地

震波在北冰洋进行地球物理考察，极大地增强了多道地震系统的

地层探测深度；加强了定点锚碇长期观测，成功完成了5套锚碇长

期观测潜、浮标的收放工作。其中，白令海锚碇潜标锚系长度

3800 m，是我国首次在白令海成功布放深水锚碇潜标；利用直升

机围绕长期冰站在加拿大海盆布放了由13个浮标组成的浮标阵

列，为我国历次北极考察构建最为规则的浮标阵列，其中包括利

用雪龙船首次在北极成功布放我国自主研发的冰基上层海洋剖

面浮标。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天宫二号进入交会对接准备阶段图解

（图片来源：新华社）

第7次北极科考队凯旋归来

（图片来源：百度图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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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化学家Alfred NobelAlfred Nobel在遗嘱中设

立诺贝尔奖时也许不会想到，这个奖项

会成为随后一个多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

科学奖项，同时也记录了人类百年来科

学发展的历程。每年 10月初，全世界科

学界的目光都会聚焦到瑞典，注视科学

大奖花落谁家。2016年10月3—5日，本

年度的3个科学奖项先后揭晓。

10月 3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

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教授大隅良典大隅良典（Yoshi⁃
nori Ohsumi）因为“发现了细胞自噬机

制”而获得 2016 年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0月 3日诺贝尔奖官

网）。

细胞自噬就是细

胞“吃掉自己”，是细胞

成分降解和回收利用的基础。20世纪90
年代，大隅良典在酿酒酵母中发现了自

噬的关键基因，阐明了酵母中自噬的机

制，并展示了在人的细胞中也有相似的

复杂机制。

自噬基因的突变可以导致疾病，自

噬过程也参与一些疾病。大隅良典的发

现，加深了对细胞回收机制的理解，也为

探究自噬在很多生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铺平了道路，比如对饥饿的适应性以及

对感染的应答。得益于他的开创性贡

献，未来有望以全新的视角去研究帕金

森病、癌症、阿尔茨海默病等困扰人类的

疾病，并寻找战胜这些疾病的有力武器。

10月 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美

国华盛顿大学教授David J. ThoulessDavid J. Thouless、美
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F. Duncan M. HalF. Duncan M. Hal⁃⁃
danedane 和美国布朗大学教授 J. MichaelJ. Michael
KosterlitzKosterlitz因为“在理论上发现了物质的拓

扑相变和拓扑相”而获得 2016年诺贝尔

物理学奖（10月4日诺贝尔奖官网）。

3位科学家的杰出贡献在于将数学

中的拓扑学应用到物理学研究中。Da⁃
vid J. Thouless 和 J. Michael Kosterlitz 在
20世纪70年代证明了超导现象能够在低

温下产生。 20 世纪 80 年代，David J.
Thouless成功解释了超薄导电层中的电

导系数可被精确测量到整数。与此同

时，F. Duncan M. Haldane发现，可以用拓

扑学来理解某些材料中的小磁体链的性

质。

目前物理学家已经了解多种拓扑相

既存在于薄层和线状物中，也存在于普

通的三维材料中。3位获奖者的工作开

启了通往奇异物质状态的未知世界的大

门。现在，科研人员不仅期待拓扑材料

在新一代电子器件和超导体中得到应

用，而且也希望拓扑材料可以助力未来

量子计算机的发展。

10月5日，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

Jean-Pierre SauvageJean-Pierre Sauvage、美国西北大学教授

Sir J. Fraser StoddartSir J. Fraser Stoddart和荷兰格罗宁根大

学教授Bernard L. FeringaBernard L. Feringa因为“设计并合

成了分子机器”而获得 2016年诺贝尔化

学奖（10月5日诺贝尔奖官网）。

1983年，Jean-Pierre Sauvage将 2个

环状分子连成链状，迈出通往分子机器

的第一步。1991年，Sir J. Fraser Stoddart
成功制备了轮烷，其中1个分子为链，1个
分子为环，环分子可以绕链转动。1999
年，Bernard L. Feringa制备了能够持续朝

1个方向转动的分子发动机，成为发展分

子发动机的第一人。

3位获奖者的工作实现了机器的微

型化，将化学的发展带到一个新的维度

中，打破了分子系统的平衡局面，为其注

入能量，从而使分子的运动具有可控

性。分子机器很有可能会在未来的新材

料、传感器和储能系统中大显身手，并促

进生物医学、环境科学等领域的发展。

本次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 7位科学

家，都为促进人类的福祉做出了杰出的

贡献。虽然这些成果都属于基础研究，

还没有投入到应用中，但却为各自领域

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注意

到，7位科学家的主要获奖工作基本都是

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完成，距2016
年获奖都有 20~30年的时间。2013年 3
月，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证实发现

希 格 斯 玻 色 子 ，虽 然 Peter HiggsPeter Higgs 和

François EnglertFrançois Englert在当年就获得了诺贝尔

奖，但这距离他们在 20世纪 60年代提出

“希格斯机制”却已经过去半个世纪。

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确实不乏研

究成果很快受到学术界承认并获奖的例

子，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相关成果都是

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才

最终获奖。随着 2015
年屠呦呦屠呦呦研究员获得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中国大陆本土科

学家实现了在诺贝尔

自然科学奖领域内零的突破，我们对中

国科学家获奖也有了更多的期待。但

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科学研究首先

不是以获奖为目的，其次即便是以获奖

为正向引导，也不能急功近利。科学研

究需要足够的耐心，足够的积累，耕耘之

后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开花结果。

进入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

不断发展，科研工作也逐渐获得越来越

多的资金支持。在这十几年中，除了一

些已经结出硕果的科研项目，例如大亚

湾中微子实验，其实还有很多研究工作

已经打下非常良好的基础。我们不能要

求这些研究必须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而是要为科研人员创造一个鼓励创新、

允许失败的宽松环境。只有这样，中国

的科研工作特别是基础研究才能厚积薄

发。日本最近几年在诺贝尔奖上屡有斩

获，实际上也是经过了 20—30年的沉淀

期才完成的。

科学研究需要灵感的迸发，也需要

耐心的工作。我们期待中国本土科学家

在未来获得更多的诺贝尔奖，同时更期

待他们脚踏实地推动中国科学的进步，

为促进人类福祉做出更多贡献。

文//鞠强

诺贝尔奖时间中的思考诺贝尔奖时间中的思考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遗嘱中设立诺贝尔奖，希望表彰为促

进人类福祉而做出贡献的杰出人物。以此为标准，2016年获得3
项科学奖的7位科学家的确实至名归。

·科技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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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声音·
将工业4.0与社会资源集成，打造强

大的制造服务业，突围企业围墙，优化全

国资源，让知识流动起来。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教授教授 卢秉恒卢秉恒

科学网 [2016-09-24]

信息技术是影响制造业的颠覆性技

术、是未来制造业的革命性技术。以互

联网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实

体经济融合创新，已经成为驱动制造业

转型升级的新引擎，并涌现出一批制造

新模式，比如网络化协同制造、个性化定

制、服务型制造等。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副部长副部长 怀进鹏怀进鹏

科学网 [2016-09-24]

科技发展一日千里，没有哪个行业

可以历久不衰，不进则退。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香港科技大学校长 陈繁昌陈繁昌

《中国青年报》[2016-09-27]

要切实把科技创新作为气象事业发

展的根本驱动力和核心支撑，进一步增

强科技创新引领事业发展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进一步把科技创新摆在事业发展

全局的重要位置。

———中国气象局局长—中国气象局局长 郑国光郑国光

科学网 [2016-09-22]

我们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移动互

联网已经发展到巅峰阶段，互联网正在

步入万物互联的新时代。而这也将引发

更高级别的网络安全问题，需要引起高

度重视和关注。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

教授教授 张勇传张勇传

科学网 [2016-09-21]

铅基反应堆可作为未来先进核能源

的主力堆型，在第四代核电、核废料嬗变

的加速器驱动次临界系统（ADS）、未来

聚变电站等发挥作用，同时也可应用在

低温制氢、海水淡化、民用放射性同位素

等工业生产的多个领域，为清洁能源发

展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科学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

所长所长 吴宜灿吴宜灿

科学网 [2016-09-21]

生物高科技产业不是一个简单的只

讲求技术或者投资的产业，而是应该有

一个生态系统，各个不同的层面形成良

性循环。

———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 鲁白鲁白

科学网 [2016-09-26]

身处21世纪之初，我们拥有祖辈们

前所未有的知识、技术与工具。现在正

是生命科学的黄金时代，是投身于生命

科学、做出重大发现的好时机。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卢煜明卢煜明

光明网 [2016-09-22]

中国集中了各类癌症人群，有利于

数据采集和进一步展开研究，如能打破

顶尖研究机构和基层医院之间屏障，将

使更多患者受益。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院长—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院长 季加孚季加孚

新华社 [2016-09-26]

面对钛产量世界第一，但深加工水

平低、附加值低的尴尬局面，我国正在积

极推进钛产业振兴。在全方位拓展钛材

应用领域的同时，我们还要重点关注化

工、电力、生物医疗工程、海洋工程等刚

性需求较明朗和发展前景较好的应用领

域，努力实现“品质高端化、成本低廉化、

工艺数字化、全程绿色化”的目标，使我

国逐渐发展成为钛业强国。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航空材料北京航空材料

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院研究员 曹春晓曹春晓

《经济日报》[2016-09-15]

好的科学传播活动，传受双方应处于

对等地位。一些居高临下的布道式科普不

仅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可能适得其反。

当前，公众都有较强的自我选择意识，要让

公众化被动接受为“我”主动需要。

———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 王康友王康友

《人民日报》[2016-09-20]

中国加速森林城市建设步伐，城市

森林快速增加，已成为新增森林面积的

一个亮点。

———国家林业局局长—国家林业局局长 张建龙张建龙

《光明日报》[2016-09-20]

如果把经典超级计算机比作常规导

弹，量子计算机就好比核弹头。当然，就

像我们平时不可能随便动用核弹，常规

计算机也不会因量子计算机的出现而被

淘汰，但量子计算机就是这样，它的出现

将在计算能力上碾压经典计算机。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量子中国科学院量子

信息重点实验室主任信息重点实验室主任 郭光灿郭光灿

《中国科学报》[2016-09-20]

网络安全研究要面向国家需求，要

有自信提出问题和新概念，形成研究领

域和重点热点。当前中国信息化进程和

世界完全同步，在移动互联安全技术、大

数据安全技术、基于生物特征的安全技

术、抗量子计算的安全技术等领域孕育

着新的有重大内涵的突破，其应用背景

和学科价值都很明显。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

保密委员会技术安全研究所研究员保密委员会技术安全研究所研究员

郑建华郑建华

《武汉晨报》[2016-09-26]

研究工作要瞄准国家需求，立足区

域尺度，聚焦脆弱区生态修复和保护，关

注草原生态保育与牧民增收问题，为实

现国家战略和科研创新做出贡献。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院

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 傅伯杰傅伯杰

科学网 [2016-09-21]

挑战与机遇并存，当前石油价格低，

煤的价格也低，关键是选择对的产品和

工艺，煤化工也可能有大商机。煤炭分

质利用是合理的重要方向，同时要考虑

其能源转化效率。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

金涌金涌

科学网 [2016-09-24]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图片来源：《中国青年报》

图片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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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苏打治疗肿瘤的白与黑小苏打治疗肿瘤的白与黑

癌症和肿瘤的攻克治愈一直都是医

学界最受瞩目的话题。2016年8月，浙江

大学肿瘤研究所胡汛胡汛团队和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晃明晃明团队合用，利用

小苏打来阻断肿瘤内的“食物供应”，杀

死了处于葡萄糖饥饿状态下的肿瘤细

胞。科研成果（A nonrandomized cohort
and a randomized study of local control of
large hepatocarcinoma by targeting intratu⁃
moral lactic acidosis）发表在生物和医学

OA期刊《eLife》上。

一时间，小苏打治疗肿瘤的重大突

破在学术界乃至公众间传开，但争议也

随之而来，媒体过分解读，公众求医心

切，使得小苏打的功效被夸大。但每次

出现新的疗法，无论是对于患者还是医

学工作者来说，都是一次鼓舞，但仍需冷

静看待这些新疗法、新手段。

抗癌新疗法：小苏打切断癌细胞食物供

给

“癌细胞也需要‘吃’东西才能生存

和生长，剥夺癌细胞赖以生存的葡萄糖，

肿瘤细胞就会‘饿’死。”胡汛在接受《光

明日报》采访时说。经过多年研究，胡汛

发现，肿瘤的主要食物是葡萄糖，而在肿

瘤细胞中存在的大量乳酸，可以解离为

乳酸阴离子和氢离子，使得即使在葡萄

糖供应不足的情况下，癌细胞还可以继

续生长。乳酸阴离子和氢离子被视为是

癌细胞的左膀右臂，在这两个“帮手”的

协助下，癌细胞可以根据自身“食物”的

储量来决定其消耗速度。

依据这一原理，他们将 cTACE（常规

治疗方法：动脉插管化疗栓塞术）和小苏

打结合，开创了一种新的疗法，即“靶向

肿瘤内乳酸阴离子和氢离子的动脉插管

化疗栓塞术”，简称“TILA-TACE”。
研究中将小苏打用于中和癌细胞内

的氢离子，进而破坏乳酸根和氢离子的

协同作用来达到“饿死”癌细胞的目的。

研究人员将这一基础科研成功初步转化

成肿瘤临床疗法，投入到对原发性肝细

胞肝癌新型疗法研究中。在40位中晚期

肝癌病人身上尝试的结果显示，有效率

100%，初步统计病人的累计中位生存期

超过3年半。

这一数字非常鼓舞人心，但对于如

此高治愈率的新疗法，有部分肿瘤专家

的态度却并不那么乐观。

专家呼吁应理性对待新疗法

“新的研究方法与饿死肿瘤细胞没

有直接关系，‘小苏打饿死癌细胞’被多

家媒体提上标题，这种说法不科学、不严

谨，甚至有误导作用。”北京大学肿瘤医

院党委书记、大内科主任朱军朱军在接受中

国新闻网采访时说。他表示，胡汛团队

的方法其实是在常规介入治疗的基础上

注射小苏打水，降低癌细胞利用葡萄糖

的可能，从而有助于癌细胞死亡，并非一

般概念上的“饿死”，更不是防止癌症患

者吃有营养的东西。

在接受《科技日报》采访时，北京大

学肿瘤医院消化道肿瘤内科主任医师张张

晓东晓东指出：“因为静脉注射用的碳酸氢钠

和我们吃的小苏打显然是不一样的，这

样的标题党对患者、对百姓都极其不负

责。”

“介入治疗是中晚期肝癌的常规疗

法，新的治疗手段是在在介入治疗的基

础上改进的新疗法。”中国医学科学院肿

瘤医院内科主任徐兵河徐兵河说。他认为，在

原来基础上，新的治疗方法不是单靠碳

酸氢钠，主要还是化疗药的作用，是一个

综合的治疗。相比原先的疗法，其疗效

可能会好，也可能不好，这需要大规模、

随机分组的临床研究进行验证。“从样本

量来看，几十例的样本量太小，在样本选

择上可能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产生偏

差。”徐兵河强调，后续应进行大规模的

临床研究，用强而有力的证据来证明新

疗法的疗效。

中山大学肝癌研究所所长陈敏山陈敏山在

接受人民网采访时也表示，这项新的抗

癌疗法在目前来看这只是一个小样本的

研究，这仅仅是一个学术研究的初期结

果，距离临床应用尚早。“一种新的治疗

方法需要有严谨、规范的认证过程，单是

用这样一项研究结果就断定它可以治愈

肿瘤，无法令人信服。”

有待开展进一步临床研究

虽然部分专家对媒体过分解读 TI⁃
LA-TACE疗法的功效提出质疑，但他们

并没有否定这一疗法的尝试给病人和抗

癌疗法带来的积极影响。

朱军说，介入治疗在很多实体肿瘤

中都可以用到。如果能证明除了肝癌，

小苏打对其他肿瘤也有效果，将非常有

意义，当然，这需要进一步的临床试验。

陈敏山也认为，目前肝癌治疗效果

最好的还是手术切除。尽管目前临床

“TACE能够单独治好肝癌的例子不多，

但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或者让有些

患者的肿瘤缩小，再考虑手术切除，或是

联合消融治疗，这项研究开辟新思路的

精神是值得鼓励的，至少勇敢地迈出了

一步”。

而媒体“小苏打抗癌”的报道发出

后，晁明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

院的门诊爆满，全国各地的癌症患者都

来找他咨询、治疗。但晁明表示，并不是

所有的患者都适合这一新的疗法，同时

他也针对小苏打抗癌的新闻做出了说

明：这一疗法只针对原发性肝癌，并且口

服苏打水并无治疗效果。

晁明在接受《齐鲁晚报》采访时表

示：“这个原理对大部分实体肿瘤是有普

遍意义的。虽然研究的初步结果让人鼓

舞，但还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一项研究

有它的边际效应，随着推进才能实现在

其他癌种的应用。后续还需要大样本的

随机对照研究。至于什么时候才能成为

一种成熟的、常规的治疗项目，结果是自

然流淌出来的，我们不追求速度。目前

真正困难的地方还是证明其疗效”。

文//祝叶华

·科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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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要闻·

9月24日，第十八届中国科协年会在西

安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

李源潮李源潮出席并讲话。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

科协主席、科技部部长、本届年会主席万钢万钢

致辞。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科

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路甬祥路甬祥，国家有

关部委领导同志，陕西省委、省政府有关领

导同志，解放军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中国科

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等著名专家、学

者，来自科研、生产、教学第一线的科技工作

者，新闻界朋友和国际友人，以及来自港澳

台和美、日、韩、俄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和科技组织代表共2400余人出席开幕式。开幕式

由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主持。陕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娄娄

勤俭勤俭致欢迎辞。本届年会由中国科协和陕西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主题为“创新发展 科技引领”。

中国科协信息中心 [2016-09-29]

第十八届中国科协年会举行

全国科技工作者

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颁奖

9月 24日，第十八届中国科协年会

全国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大赛终审决赛

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在西安举行。中国科

协副主席、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郑晓郑晓

静静，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夏晓中夏晓中，陕

西省教育厅厅长、党组书记王建利王建利，陕西

省科技工委书记、省科技厅厅长卢建军卢建军，

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段小龙段小龙，中国科协

学会部副部长刘兴平刘兴平等出席。北京九天

微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卫星互联

网”、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秦盾’云加

密数据库系统”等18个项目获金奖。大

赛还评出银奖 33项、铜奖 65项、优秀奖

36项。作为本届年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赛紧密围绕“创新发展、科技引领”主

题，面向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征集参赛

项目，尤其是具有市场化、产业化前景的

科技成果，这也是中国科协首次在年会

上举办的大赛活动。

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 [2016-09-24]
科技引领创新发展

院士专家共商兴陕大计

9月 25日，“第十八届中国科协年

会·陕西省党政领导与院士专家座谈会”

在西安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

协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万钢，中国科协党组

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尚尚

勇勇，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胡和平胡和平，副省

长张道宏张道宏，省政协副主席千军昌千军昌等出席

会议。2016年 6月，中国科协调宣部组

织了 14位两院院士和 126名各领域专

家，分成 10组深入陕西各相关部门、市

县、产业园区、重点企业、高等院校和科

研院所开展了调研，形成了内涵丰富、见

解独到的专题调研报告。座谈会上，10
位院士、专家就前期所做专题调研先后

发言。他们围绕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

秦岭立法保护、“一带一路”矿产资源开

发、中药资源产业发展、汉江与渭河流域

治理等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中

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王春法王春法、项昌乐项昌乐，以及

中国科协、科技部相关部门负责人，陕西

省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高等院校和科

研院所负责人等150余人参会。

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 [2016-09-25]
第十八届中国科协年会

军民融合高端论坛召开

9月 25日，第十八届中国科协年会

第六分会场——军民融合高端论坛在西

安召开。此次论坛由中国科协主办，中

国科协军民融合学会联合体承办。中国

工程院原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杜祥

琬琬，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

院士吴伟仁吴伟仁共同担任论坛主席。来自政

府部门、军队、国防科技领域、大中型企

业、民营企业、陕西地区科技领域内的

400多位院士、专家、学者参加论坛。论

坛中，沈阳理工大学教授黄俊黄俊代表中国

工程院院士杨凤田杨凤田、工业和信息化部军

民结合推进司副司长周少清周少清、国防科技

工业发展战略委员会秘书长吴志坚吴志坚、华

通寰昊公司李海明李海明、中国工程院军民融

合咨询项目组专家许毅达许毅达、中国兵器工

业集团公司首席专家李春明李春明、北京空间

科技信息研究所所长原民辉原民辉分别围绕军

民融合和科技创新作专题报告，着重从

航天、航空、兵器、电子等领域阐述了科

技创新和军民融合的方法和理念。

中国科协信息中心 [2016-09-26]
2016中国煤化工

精细化发展论坛举办

9月24—25日，2016中国煤化工精

细化发展论坛在西安召开，此次论坛是

第十八届中国科协年会分论坛之一，由

中国化工学会承办，陕西省化工学会等

单位协办。来自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

大型企业等产学研各界200余位业界人

士参加会议。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贺久长贺久长、中国神华副总

裁张继明张继明担任论坛主席并致辞，中国化

工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杨元一杨元一主持开

幕式，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克昌谢克昌、金涌金涌作主

旨报告。论坛特设“思路与破局、科技与

创新、实践与示范”三大板块，重点围绕

“十三五”期间，在低碳发展和节能减排

要求下，中国煤化工产业如何实现升级

技术路线及高端精细化产业链延伸，并

紧密结合陕北地区实际情况，深度探讨

环保与煤化工的转型之路。期间，行业

内近20位专家共同分享了煤化工产业链

战略、技术与市场的前沿进展。

中国化工学会 [2016-09-27]
第十八届中国科协年会

女科学家高层论坛举行

9月 26日，第十八届中国科协年会

女科学家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论坛主

题为“创新推动经济转型·科技女性责

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中国老科技工作者协会会长陈至立陈至立，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女科技

工作者协会会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志王志

珍珍，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

记处第一书记尚勇尚勇，全国妇联副主席、书

记处书记崔郁崔郁出席论坛并致辞。中国科

协原副主席、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常

务副会长程东红程东红主持论坛开幕式。中国

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吴海鹰吴海鹰做论

坛总结。时代集团公司总裁王小兰王小兰，华

南农业大学教授、广东温氏大华农公司

总裁兼科研首席陈瑞爱陈瑞爱等分别做专题报

告，并与与会者进行交流。

中国科协培训和人才服务中心

[2016-09-26]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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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生物质利用空间拓展生物质利用空间 助推增材制造绿色发展助推增材制造绿色发展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吴晓丽吴晓丽））

文//李坚
作者简介：李坚，东北林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木材

科学院院士。

·科技建议·

“3D打印”，专业术语称之为“增材制造”。美国麦肯锡全球

研究院预测，3D打印是影响未来的颠覆性技术之一。

3D打印是制造业领域的一项新兴技术，其依托信息技术、

精密机械、材料科学等多学科尖端技术。近年来3D打印技术发

展迅速，在航空航天、汽车制造、生物医疗、教学科研等领域都取

得长足进步。当前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

合推进、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进程中，应大力发展3D打印技术，这

对增强中国制造业创新能力、提升工艺制造能力、破解制造业发

展与资源环境困局、培养新兴产业及调整产业结构等具有极其

重要的战略意义。

党中央、国务院对3D打印给予高度重视，李克强总理主持

有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与3D打印问题的专题讲座，并设立专项

引导资金。他指出，以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为特征的

智能制造模式正在引发整个制造业的深刻变革。3D打印是制

造业具有代表性的颠覆性技术。实现制造业从等材、减材到增

材的重大转变，改变传统制造的理念和模式，具有重大价值。运

用新理念、新技术推动中国制造由大变强，实现中国制造水平的

跃升。

增材制造技术是由信息技术、装备技术和材料技术深度融

合的智能制造技术。其中所使用的材料以金属材料、高分子材

料和无机材料居多。以农林生物质为原料，采用相应配套技术

生产的3D打印产品尚不多见。因此，积极开展以生物质资源为

原料，发展增材制造技术的科学研究和产业化具有现实性、前瞻

性和指导性。

以农林生物质及其废弃物为原料实现增材制造具有以下特

点和优势：

1）符合国情，缓解木材供给的巨大压力。

森林资源总量不足，木材供需矛盾紧张：据统计，中国森林

覆盖率远低于全球31%的平均水平，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平

均水平的1/4，人均森林蓄积量只有世界平均的1/7。中国森林

资源总量不足，质量不高，木材产量满足不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需

要。近年来木材年消费量约为5亿m3，木材供需缺口很大。非

木生物资源丰富，中国每年农作物秸秆产量约为7.2亿 t，大量被

废弃或焚烧，工业利用率很低。以农作物秸秆及其他非木生物

质为原料用于增材制造是一种具有高附加值的利用途径。

2）变革生物质材料传统加工利用方式。

生物质材料传统利用方式主要有3种：一是通过机械减材

以锯解、刨切、砂光等损失部分原料为代价的加工方式；二是将

生物质材料以刨花、碎料、纤维等单元形态组合成工程材料等；

三是将生物质作为能量载体直接利用，或通过化学、生物等方法

转化为生物能源。除此之外，还有制浆造纸和衍生制备的多种

化学品。从农林生物质材料的生物结构、化学组成以及物理力

学性质和加工性能等方面综合考虑，其比较适宜用做增材制造

的原料。后续原料预加工模式应严格按照增材制造的某些主流

技术的要求进行运作。

3）增材制造可使农林废弃物变废宝。

东北林业大学研究团队以农林生物质及其废弃物为原料，

采用激光烧结、熔融沉积技术获得成型精准、性能稳定的增材制

造产品。这说明农作物秸秆、木（竹）粉，稻壳、玉米芯等农林废

弃物同样适用于3D打印技术。

4）制造过程低碳环保，符合绿色发展理念。

农林生物质是由自然界生长的绿色物质，通过光合作用产

生的一类有机复合体，具有可加工、可降解和可再生的属性。在

原料预处理和增材制造的过程中低碳、节能、低噪声、无排放，有

益于环境保护，符合绿色发展理念。符合中国十三五规划纲要

关于“发展绿色环保产业”的要求。

3D打印技术被认定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标志之一。

而互联网、可再生能源、数字化、智能化被认定为第三次工业革

命的核心及主要特征。而以这些特征为主的工业革命势必推动

一些新型产业诞生及发展，从而导致社会生产方式、制造模式、

生产组织发生重大变革。例如：大规模生产转向大规模个性化

定制，工业化生产转向社会化生产，以3D打印为例的新型制造

系统改变传统刚性生产系统，面向“柔性制造”“批量定制”，赋予

制造业更具包容性、灵活性、创新性的生产特点。在此背景下，

3D打印将面临如下机遇与挑战。

1）在大批量制造方面，增材制造尚不具备取代传统工业制

造的条件，增材制造也不是无所不能的，但它势必会引发一场科

技革命，它的主要作用是形成与传统批量制造互补的个性化制

造模式。

2）增材制造技术的发展，将削弱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弱

化中国制造。中国企业应有强烈的危机意识，针对中国产业大

而不强，设计创新能力薄弱、以量取胜特点，应以此为契机，提升

研发能力，加快企业转型升级，用新理念、新技术推动中国制造

由大变强。

3）扩大增材制造所需原料的来源和种类，尤其要关注各类

废弃物资源的开发利用。诸如农林业生物质及其加工剩余物，

水产品中的软体动物壳体，山地丘陵中的石材等等。需加强科

学研究，通过大量实验，积累和完善增材制造的配套技术和装

备，以生产出合格产品，使3D打印技术逐渐实现适用于任何原

料的目标。

4）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法规，给予相关产业积极扶植。普及

增材制造的相关知识，加强教育培训、基础理论研究，鼓励高校、

研究机构和企业加强协同研究和人才培养，激发青少年对3D打

印的兴趣爱好。

5）推动3D打印产业化，并组织制定发展路线和中长期发

展战略，完善3D打印技术规范与标准制定。加大财税政策引导

力度，加大增材制造研发、产业化的支持，适时筹建相关行业组

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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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生物质材料科学发展加快生物质材料科学发展，，
共享生态绿色发展成果共享生态绿色发展成果
———访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授吴义强—访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授吴义强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牢

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发展理念，指出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

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

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加

强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推动农业绿色

发展”，强调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加快形

成资源利用高效、生态系统稳定、产地

环境良好、产品质量安全的农业发展新

格局。

中国农林业生物质种类繁多，产量

丰富。每年形成的农作物秸秆、森林抚

育及木材加工剩余物数量巨大，水产、

工业和生活等产生的生物质废弃物资

源结构复杂。因此，促进生物质资源高

值利用的战略意义十分重大。

但什么是生物质材料、生物质材料

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资源

安全方面的作用如何、木材科学整体研

究水平及发展趋势怎样等尚不十分清

楚。为此，《科技导报》采访中南林业科

技大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木材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

吴义强，请他解读新形势下木材等生物

质材料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什么是生物质材料？

有哪些特性？目前典型的生物质材料

有哪些？

吴义强吴义强：：广义上讲，

生物质材料是指由动物、

植物及微生物等生命体

衍生得到的材料。一般

来说，生物质材料是以二

氧化碳通过光合作用产

生的淀粉、纤维素、半纤

维素等可再生资源为原

料，生产并且使用后可以

在自然环境中被微生物

或光降解为水和二氧化

碳、或者通过堆肥作为肥

料再利用的天然聚合物。

生物质材料具有许

多优异的特性，主要有：

（1）资源分布广、产品种

类多，资源储量大；（2）天然再生，取之

不尽，用之不竭；（3）绿色环保，可天然

降解，环境友好；（4）加工利用方便，使

用范围广泛；（5）贴近自然，环境学特性

优异，能调节人居环境。当然，生物质

材料也存在一些缺陷，如材料结构与性

能差异性大、受水分影响明显等。

典型的生物质材料包括木材、竹

材、农作物秸秆、淀粉、藤材、树皮、棉

秆、纤维素、木质素、甲壳素等（图1）。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生物质材料研究属于

哪个学科范畴？它在该学科中居什么

地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和保障国防

安全的作用如何？

吴义强吴义强：：生物质材料研究主要属于

林业工程学科范畴，融合了生物学、材

料科学与工程、轻工业技术与工程、化

学工程与技术等学科的先进理论体系

与技术手段，是国际前沿研究领域的新

型交叉学科方向。

生物质材料研究主要包括生物质

材料解剖与超微构造、材性解析与调

控、分子解聚与重构、纳米拆解与定向

修饰、多元异质复合等领域，是林业工

程学科重要的组成部分。生物质材料

研究范畴和木材科学与技术、生物质能

源与材料、林产化学加工工程、家具设

吴义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授，“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际木材

科学院院士。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国家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新世纪百

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等。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林业工程（第六、七届）学

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林业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委会委员，中国林学

会木材工业分会副理事长，中国林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林业

生物质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

任、木材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等。主要研究方向为木材科学、生物

质复合材料、生物质纳米材料。

图1 典型生物质材料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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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与制造、森林工程等学科方向相辅相

承，共同构成了林业工程完整的学科

体系。

生物质材料研究是木材科学与技

术、林产化学加工工程等学科领域的深

化与延伸。它除了提供传统的木竹制

品、人造板、木塑复合材、活性炭、松香、

松节油等日常生活产品，还提供了绿色

高附加值储能材料、膜材料、生物质医

用材料等先进生物基材料，促进了生物

质材料加工方式的革新与转型升级，在

推动社会进步、保障国防安全、建设生

态文明、改善人居空间、营造绿色环境

等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目前在木材科学领

域，中国的研究水平如何？现在国际上

处于什么地位？

吴义强吴义强：：木材科学是研究木质化了

的天然材料与衍生产品，以及为木质材

料的加工利用和森林经营管理技术提

供科学依据的一门生物的、化学的和物

理的科学，主要涵盖生物木材学、工艺

木材学和木材功能性改良学等研究领

域。在传统木材科学领域，如木材解剖

学、木材材质遗传与变异学、木材力学、

木材化学、木质环境学、木材防腐等相

当部分研究领域是“跟跑者”；在木材年

轮气候学、人工林营林培育-材性-加
工利用关系学、木材阻燃科学、木材纳

米科学等研究领域是“并行者”。

在创新驱动为核心的创新型国家

建设进程中，我国科技水平与实力突飞

猛进，木材科学产生了一大批重要的原

创性成果，许多研究领域已逐渐成为国

际相关领域的“领跑者”。如中国工程

院院士、东北林业大学教授李坚首次提

出并系统研究了木材仿生学、木材碳

学，为拓宽我国乃至国际木材科学领域

的内涵与外延做出了大量开创性的工

作。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林业大学教

授张齐生研究的“生物质气化多联产技

术”在我国乃至世界生物质资源化、能

源化利用领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国际竹藤网络中心教授江泽慧在国际

上率先在先进竹质复合材料、竹藤材加

工利用领域创造性地开展研究。广西

大学教授罗建举结合木材的形体、宏

观、微观特性，首次在国际上构建木材

美学理论体系。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研

究团队在国际上首创了绿色防火秸秆

无机复合材制造关键技术与装备，并创

制出无醛防火建筑装饰、家具地板用秸

秆复合材系列产品，在国内外产生了重

要影响。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从木材科学领域来

看，中国在原创性突破方面有哪些优

势？如何实现以创新理念为驱动力发

展木材科学，使中国在该领域成为“并

行者”或“领跑者”？

吴义强吴义强：：近年来，我国木材科学领

域在木材仿生学、木材碳学、生物质气

化多联产、先进竹质复合材料、竹藤材

深加工、木材美学、绿色防火秸秆无机

复合材等研究方向取得了许多原创性

突破。这些原创性突破的取得具有以

下优势：（1）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并强

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木材科学发展

提供了制度保障。（2）教育部印发《教育

部 2016年工作重点》的通知要求加快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双一流”建设

方案，这为木材科学发展提供了创新源

泉。（3）从 2008年开始，我国在海外高

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和百人

计划等引进国外高级人才方面力度持

续进大，同时国内不断加大国家“万人

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家、教育部长

江学者等科技领军人才培养和支持力

度，一大批青年院士茁壮成长，为木材

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和保障。

为实现以创新理念为驱动力发展

木材科学，使中国在该领域成为“并行

者”或“领跑者”，我认为应采取以下措

施：（1）借力国家重大基础性研究计划

和重点领域研发项目等重要课题，协同

创新，集中攻关，重点突破。（2）瞄准国

际前沿，融合纳米科学、生物技术、增材

制造、智能制造、大数据、云计算、互联

网+等其他领域的先进理论体系，取长

补短，与时俱进，保持研究方向的先进

性。（3）加快创新人才培养，形成团队集

群效应，强化国际战略科学家、科技创

新领军人才的引领作用。（4）构筑全国

或区域特色的木材科学协同创新研究

中心，建立合作共享平台，共谋学科

发展。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木材科学领域未来的

发展可能会遇到的挑战和机遇有哪

些？青年学者怎样才能抓住科学发展

的机遇，实现自己的科学梦想和追求？

吴义强吴义强：：木材科学在未来的发展

中，面临新的挑战，拥有新的发展机

遇。（1）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木材科

学领域外延进行了扩展，内涵发生了更

新，知识体系和能力结构发生了变化，

同时其他学科发展迅速，使木材学科优

势减弱，木材科学将面临学科萎缩、落

伍于其他学科和创新能力不足等挑

战。这就要求木材科学家与青年学者

们转变观念，更新知识体系，提高自身

水平，并注重学科交叉发展。（2）木材科

学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由注重木竹材

转向多资源共存（人工林、农作物秸秆

和林业加工剩余物等），这要求加工方

式和加工技术转型升级。（3）木材科学

领域的发展面临环境污染和加工能耗

高的挑战，绿色发展理念要求加工过程

和产品性能向绿色发展，木材科学应注

重低碳加工。

为实现自己的科学梦想和人生追

求，我认为青年学者应做到以下几点：

（1）与时俱进，丰富知识体系。为适应

和迎接木材科学领域将面临的挑战和

机遇，青年学者应不断丰富知识体系，

紧跟学科发展动态和国际研究前沿，与

时俱进。（2）准确定位，融入团队，协同

创新。单兵作战已不适应当前木材科

学跨领域、跨学科的创新发展，青年学

者应全面认识自我，准确定位自我，积

极融入创新团队，不断提高协同创新能

力水平。（3）瞄准国际前沿，拓展国际视

野，强化创新能力。青年学者应加强国

际交流，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开拓国际

视野，不断提出新思想、对策和方法。

（4）淡泊明志，慎思笃行，宁静致远。青

年学者应看轻世俗名利，明确自己的志

向，广博地学习，审慎地询问，慎重地思

索，身心安宁恬静，才能实现远大的理

想。（5）脚踏实地，持之以恒，追求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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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导报科技导报》：》：目前中国各行各业都

在紧紧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五大发展理念，不断开拓发展新境

界，您怎么看待木质材料与绿色人居环

境的关系？

吴义强吴义强：：从内涵上看，绿色是在传

统发展基础上的一种模式创新，是建立

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

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

展重要支柱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具

体来说包括以下几个要点：一是要将环

境资源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

二是要把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

续发展作为绿色发展的目标；三是要把

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生态

化”作为绿色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途径。

木质材料具有天然的表面纹理、颜

色、光泽度等大自然赋予它的独特美感

以及优越的材料特性，给人温暖舒适的

感觉，人们自古以来就喜欢用木材来装

点室内环境，制作室内家具以及建造木

结构建筑。目前，欧美国家人居环境

70%都为木结构建筑。在国内，随着人

们生活水平提高，人居环境发生了根本

性改变，尤其是国家“十三五”大力提倡

发展木结构建筑，这直接导致木材资源

供应短缺。我国现有天然林面积1.2亿
hm2，占林地总面积的64%，天然林蓄积

总量 123 亿 m3，占森林总蓄积量的

83%。当我国全面停止天然林的商业

性采伐后，仅靠 36%的人工林林地和

17%的人工林蓄积量支撑我国如此规

模的木材工业发展将十分困难。此外，

我国进口木材依存度已经达到 50%左

右，很难再大幅提高。因此，如何科学

合理解决木质材料与人居环境的关系

成为人们密切关注和迫切解决的难点

问题。首先，人居环境的改善方面要注

重绿色发展理念。基于创新驱动发展

理念，高质高效加工人工林木材，开源

节流，绿色发展木材工业，充分利用农

作物秸秆、小径级木材、枝桠材等资

源。其次，在产品及加工过程中注重资

源节约、节能降耗、节能加工，注重绿色

的木材加工理念，构建木质材料与人居

环境的绿色发展体系。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您作为木

材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学科

的带头人，近年在研究工作

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您认

为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

哪些？请您以某一重要研究

为例，谈谈研究过程中的感

悟和体会。

吴义强吴义强：：近年来，我主要

在木材科学、生物质复合材

料、生物质纳米材料等领域

开展了一些工作。经过20余
年的积累和沉淀，我与团队成员先后在

高效阻燃木基复合材料、秸秆无机复合

材料、生物质纳米材料、人造板节能环

保制造、竹材深加工等研究领域取得了

一系列重要进展，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等省部级

及其以上科技奖励10余项（图2）。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人

们对木质建筑装饰材和家具的需求量

急剧上升，我国木材供应缺口越来越突

出，进口木材依存度已经达到 50%左

右，严重影响和制约我国木材加工行业

的健康发展。我们将研究重点瞄准了

资源储量丰富、附加值低的农作物秸

秆。我国农作物秸秆产量大、利用率

低，常被任意废弃、焚烧，是主要的“雾

霾”制造者，利用农作物秸秆生产高附

加值材料需解决其表面蜡质导致的界

面结合强度低的关键问题。国内外有

一些企业曾尝试使用异氰酸酯制造秸

秆复合材料，但因为异氰酸酯胶黏剂成

本太高，最后都相继停产。我们团队经

过多年研究与无数次失败后，终于发现

无胶黏剂能有效融合秸秆表面蜡质层、

实现高效黏合，还能提高材料防火与耐

水性能（图3）。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 10余年的

艰辛实验，我和团队终于创制出适用于

秸秆人造板制造的无机胶黏剂，研制出

关键成型装备与制造系统，开发出一系

列家具用、装饰用、地板用、墙体保温

用、建筑用防火耐水秸秆基无机复合材

料。该技术目前正在绿建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福江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木易

阻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保丽森

实业有限公司等 10余家企业示范与

推广。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我们既要绿

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

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该成果不仅能保障我国木

材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对于提高农民

收入、解决三农问题、加速我国木材工

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也具有重要的

推动作用。

科学研究是艰辛的，需要耐得住清

贫与寂寞，老一代科学家钱学森、邓稼

先等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与榜样，我们一

定要坚持和发扬这种精神。探索科学

真理的道路是曲折的，我们要持之以

恒、坚持不懈，方能窥见科技海洋的

一角。

“路漫漫兮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

求索。”让我们所有科技工作者以此

共勉。

文//吴晓丽

图2 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图3 绿色防火农林剩余物无机复合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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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引领木材行业变革绿色引领木材行业变革
———访浙江农林大学教授金春德—访浙江农林大学教授金春德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受

到到全社会高度重视。特别是十八届

五中全会，首次提出绿色发展理念，成

为“十三五”规划最大的亮点之一。坚

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推

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

新贡献。绿色发展不仅是中国经济转

型发展的新增长点，也是中国未来新的

竞争力。2015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和

住房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促进绿色建

材生产和应用行动方案》，提出要大力

发展木结构建筑和生物质建材，拉动绿

色消费、引导绿色发展、促进结构优化、

加快转型升级。

我国每年形成的农作物秸秆、森林

抚育、木材加工剩余物数量、工业和生

活等方面所产生的生物质废弃物等数

量巨大，促进生物质资源的高值化研

究，不仅可以实现对现有生物质资源的

充分利用，体现“变废为宝”的绿色理

念，更重要的使将这些生物质废弃物通

过科学的加工，形成新的产品或材料，

有利于原本储存的碳素进一步重新固

定、封存，以保持减排低碳，减少温室效

应，保护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特别是，我国是一个木材使用和加

工大国，每年要消耗大量的木材，木材

供应缺口越来越大，需大量依赖进口，

是仅次于石油和钢铁的第三用汇行

业。人造板作为一个新型的木质材料，

发展人造板工业有利于缓解我国木材

供需矛盾，是节约木材资源的重要途

径。但公众对什么是人造板材料，人造

板工业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木材安

全的作用如何，人造板产业发展中存在

哪些短板，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等尚不十

分清楚。为此，《科技导报》采访浙江农

林大学教授、国家木质资源综合利用工

程中心副主任金春德，请他解读当前人

造板研究中的一些相关问题。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人们一般认为木材与

科学技术没有多大关系，请问您如何看

待这个问题？开展木材科学研究有何

重大意义？

金春德金春德：：木材是在自然界中自然形

成的一种可再生的绿色材料，木材是绿

色环境和人体健康的贡献者。从古至

今，木材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如影

随形。木建筑、木家具、室内外木质贴

面装饰、各种木材制品都深受人们喜

爱。中国“木文化”更是源远流长，对中

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着重要的积极

影响。木材具有很多独特的优点，如：

易于加工、木材的强重比高、良好的热、

电绝缘材料、具有天然的美丽花纹、光

泽和颜色、对紫外线的吸收和对红外线

的反射作用、良好的声学性质、是纤维

素的主要来源之一、可提供一些保健药

品成分、吸收能量、木材是良好的弹塑

性体、调节室内气候、调节生物的生理

量和心理量等等与我们生活密切相关

的优点和特性。

当前，在4种主要建筑材料（钢材、

木材、水泥、塑料）中，木材是唯一可再

生、低碳环保的。生产 1 t木材可以释

放氧气 1.2 t，吸收二氧化碳 1.6 t，生产

1 t钢铁释放二氧化碳1.6 t，生产1吨水

泥释放二氧化碳 1 t；加工木材也是非

常节能的，假如加工木材消耗能源是 1
的话，水泥便是 5，钢铁为 191，铝为

791。
进入 21世纪，随着人类对生活空

间追求的不断提高和认识深化，对于

“安居乐业”的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和

追求，缔造舒适生活空间并蕴含深厚

“木文化”的居住理念被世人倍加推

崇。人们对自己舒适生活空间的追求

已不仅仅局限于空间体积大小和具体

使用功能，身心休养、心理感受、文化底

蕴又成为新的生活居住环境和追求目

标。随着木材应用的逐渐增多，木材作

为一种结构复杂的天然材料，还有很多

方面的功能和应用有待挖掘。木材科

金春德，浙江农林大学教授，国家木质资源综合利用工程中心副主任，林业工程浙江省重

中之重学科建设负责人，浙江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教育部高等学校林业工程类专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委员，中国林学会木材工业分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无胶人造板、生物质仿生智

能材料、木竹基复合材料等。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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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就是这样一门致力于研究木材

的重要基础学科。目前木材科学的研

究对象逐渐扩展到种类繁多的植物，如

竹材、藤材及其他禾本、草本植物和藻

类植物等，研究方法越来越广泛，分析

和测试手段也越来越先进，研究领域从

传统的木材解剖学、木材材质遗传与变

异学、木材力学、木材化学等衍生出木

材仿生学、木材碳学、生物质气化多联

产技术、竹质复合材料、竹藤材深加工、

木材美学等。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近年来，随着建筑装

饰和家具业的快速发展，中国木材需求

量急剧增长，木材供应的缺口越来突

出。人造板作为一个新型的木质材料，

在行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请您介

绍一下人造板的基本概念及其与我们

生产、生活的关系如何？目前人造板产

业发展中存在哪些问题？解决措施有

哪些？

金春德金春德：：人造板是以木材或其他非

木材植物为主要原料，经一定机械加工

分离成各种单元材料后，施加或不施加

胶黏剂和其他添加剂胶合而成的板材

或模压制品。根据原材料和生产工艺

的不同，人造板可分为胶合板、纤维板、

刨花板、细木工板、秸秆板、竹材人造板

等种类，其中胶合板、纤维板、刨花板较

为常用，产量占人造板总产量的80%以

上。纤维板、刨花板对原材料要求较

低，多为三剩物、次小薪材、秸秆、甘蔗

渣等，而胶合板对原材料要求较高，一

般为大径原木。人造板产品是一种高

效利用和节约木材资源的重要途径，是

一个庞大的新型木质材料家族。发展

人造板工业有利于解决我国木材供需

矛盾。我国已是世界人造板生产、消费

和进出口贸易的第一大国。人造板已

在家具、室内装饰和建筑等行业中作为

基础材料被广泛应用。人造板工业在

促进就业、增收、繁荣经济等方面，有着

非常重要和十分特殊的作用，同时，也

在建筑、包装、船舶等领域有着巨大的

应用潜力和价值。

人造板产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有以下几个：（1）木材资源严重不足，

供需矛盾加剧；（2）多数厂家生产规模

小，生产效率低；（3）不少小规模企业的

产品质量尚达不到国家标准，技术装备

水平低，在对粉尘、噪音、污水的控制等

方面落后发达国家，缺乏国际竞争力。

（4）品种少，结构不合理。

面对 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应

对气候变化、保护环境、资源可持续发

展和优化利用的新的挑战和机遇，中国

必须建成有竞争力的创新型、知识型的

人造板工业，才能真正由生产大国转变

为生产强国，引领全球人造板工业发

展。首先，开拓人造板新原料，如竹材、

人工林木材、农作物秸秆、其他木质资

源（如城市木材废弃物、灌木等）。其

次，走清洁生产循环经济之路，坚持遵

循再生、减熵、再用和循环等原则。最

后，研发新产品，在传统的胶合板、刨花

板、纤维板的基础上研究开发功能型、

结构型和复合人造板等新型人造板

品种。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

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

大发展理念。对人造板研究来说，您认

为如何推动绿色发展？

金春德金春德：：与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开

放发展、共享发展一道，“绿色发展”是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指导我国

“十三五”时期发展甚至是更为长远发

展的科学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绿

色发展，从广义上讲，至少包括均衡发

展、节约发展、低碳发展、清洁发展、循

环发展、安全发展等，从狭义上讲，注重

的是更加环保、更加和谐，要发展环境

友好型产业，降低能耗和物耗，保护和

修复生态环境，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技

术，使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相协调。若

想实现绿色发展，需要不断地技术创新

和理念创新。从人造板研究领域来看，

为推动绿色发展，我认为主要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发展低碳加工

技术，降低加工能耗，其中降低加工能

耗很重要的一种方法是要发展低能耗

人造板单元制备技术和低温快速固化

胶黏剂；其次，提高人造板的清洁生产

水平，发展人造板行业无尘新技术和剔

除人造板生产中所产生的TVOC技术；

第三点，发展无醛胶黏剂和无胶人造板

的绿色生产新技术，切实实现绿色人造

板的可持续发展。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您所在的国家木质资

源综合利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正式成

立于2012年7月。中心成立4年来，瞄

准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及推广应用

的目标定位，以小径材、加工剩余物、废

旧木料等木质资源的综合利用及相关

设备研发为主要研究方向，凝聚优势资

源和力量，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支撑和

引领作用，积极开展绿色科技研究和推

广应用，促进了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了

行业整体技术进步，提高了企业自主创

新能力和产品竞争力。目前您的团队

在木材科学研发方面的主要目标是

什么？

金春德金春德：：目前，我们团队主要从事

无胶木质胶合材料和生物质仿生智能

材料的开发研究。无胶木质胶合材料

是依据“绿色、低碳、环保”的理念而进

行木质胶合材料生产的发展新思路，主

要是寄期望于将现代纳米技术、仿生技

术和表面技术有效引入到木质胶合材

料的实际生产中，通过理念创新、技术

创新、方法创新等多维途径进而解决传

统木质胶合材料行业存在的高能耗、有

污染等典型问题。而生物质仿生智能

材料主要是依据自然的生物质材料的

精妙结构，进行自然界生物体的结构、

功能、行为、视觉等仿生研究，实现由生

物质宏观复合向微观复合发展、由生物

质单一传统利用向复合化和智能化的

综合开发利用发展。

文//吴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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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成毓，东北林业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生物质材料的仿生功能化，获黑龙江省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项、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黑龙江省高校科学技术奖一

等奖1项、梁希青年论文奖二等奖1项、霍英东高校青年教师奖三等奖1项。

木材中的仿生学木材中的仿生学：：源自大自然的灵感源自大自然的灵感
———访东北林业大学教授王成毓—访东北林业大学教授王成毓

大自然向人类传授灵感，启发人类

的智慧。人类的智慧体现为学习、创新

与创造。向大自然学习，创造出前所未

有的事物无疑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

方式。仿生学（Bionics）就是模仿生物

系统的原理以建造技术系统，或者使人

造技术系统具有生物系统特征或类似

特征的科学。它是一门建立在多学科

边缘上的综合性学科，包括生理学、神

经学、医学、化学、数学、电子学、信息学

等学科。“师法自然”是仿生学的核心。

仿生学与生俱来的原始创新性将启发

人类观察自然、思考自然，在观察中领

略大自然的神奇、在思考中体味大自然

的奥秘。

典型的例子，如国家游泳中心，俗

称“水立方”（图1），它的外观看上去像

是一个巨大的蓝色盒子，墙面上布满不

规则的泡泡。这层泡泡的尺寸和排布

看起来没有规律，其实在设计上参考了

细胞、分子结构等自然界非常普遍的精

准几何结构。

再如，鲨鱼皮表面有着成百上千的

褶皱（图 2），这些褶皱被称为肤齿，可

以大大减少水流的阻力，让鲨鱼可以更

有效更快速地游动。2008年奥运会，

游泳名将迈克尔·菲尔普斯（Michael
Phelps）身着鲨鱼皮泳衣一举多得 8枚

金牌，还打破了多项世界纪录，如今不

少游泳选手都会穿上这种泳衣。

还有，水滴落在荷叶上（图 3），形

成近似圆球形的白色透明水珠滚来滚

去，在滚动中吸附灰尘，并滚出叶面，以

达到清洁叶面的效果而不浸润荷叶。

这种自洁叶面的现象被称作“荷叶效

应”。恰恰荷叶的这种“玉盘”，就是“超

疏水表面”。这种超疏水表面可以有效

地防止被污水污染，并且表面的灰尘、

杂质也会被雨水带走。这便是荷叶“出

淤泥而不染”的原因。

当前木材作为一种环境友好型材

料，已被广泛应用于家具、建筑、室内装

修等领域。众所周知，由于木材具有易

腐朽、霉变、虫蛀、开裂等缺陷，限制了木

材的使用。如果赋予木材超疏水性能，

水分等液滴就难以停留在木材，这对拓

宽木材使用范围，提高木材的使用寿命

意义重大。因此，木材超疏水仿生构建

成为近年来木材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

为了解我国木材超疏水仿生领域

的发展和挑战，《科技导报》采访了东北

林业大学木材仿生智能科学研究中心

教授王成毓。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目前开发具有高性能

的新型疏水材料一直是科学家关注的

课题。什么是超疏水结构？该研究方

向的科学目标、技术方法、应用价值是

什么？创新性成果对我们日常生活和

生产会产生哪些影响？

·访谈·

图1 国家游泳中心 图2 鲨鱼皮 图3 荷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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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成毓王成毓：：由于木材具有大量的亲水

性基团和丰富的空隙结构，若长期置于

潮湿环境下时，就容易从外界吸收水

分，并产生变形开裂、霉变、腐朽、降解

等情况。通过在木材基底表面构建微

纳结构，形成理想的表面粗糙度，然后

再通过对其表面进行自组装化学修饰，

即可降低其表面能，从而得到超疏水性

木材。

在化学模拟生物体系的研究中，疏

水性表面是近年来比较活跃的领域之

一。超疏水性植物的结构性质导致了

它们的自净能力，这种能力被人们称之

为“荷叶效应”。所谓超疏水，即表面水

滴接触角>150°，滚动角<10°。超疏水

结构不仅能最大程度降低水分与基体

的接触，在一定外力作用下还能轻松滑

落离开基体，并将基体表面污染物带

走。适用于木材超疏水性表面仿生构

建的方法主要有表面涂覆、水热法、溶

胶凝胶法、层层自主装法、湿化学法等，

以及化学气相沉积法。

由于超疏水性木材具有自清洁、防

雪、防污染、防腐、抗氧化以及防止电流

传导等优良性能，同时原位生成的无机

质还可改善木材的物理性能，如防腐、

防虫、阻燃等等，所以其在工业生产和

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有着极其广阔的

应用前景。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超疏水材料研究的前

沿方向、关键技术有哪些？您认为目前

超疏水材料研究中需要迫切解决的科

学问题以及生产实践中亟待解决的技

术问题有哪些?
王成毓王成毓：：超疏水表面的结构通常采

用两种方法，一是在疏水材料表面上构

建微观结构，二是在粗糙表面上修饰低

表面能物质。由于降低表面自由能在

技术上容易实现，因此超疏水表面制备

技术的关键在于构建合适的表面微细

结构。

超疏水表面的实际应用还未能普

及，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首先，简单

经济、环境友好的制备方法有待开发。

现有报道的大多数超疏水表面的制备

过程中均涉及到用较昂贵的低表面能

物质，如含氟或硅烷的化合物来降低表

面的表面能，而且许多方法涉及到特定

的设备、苛刻的条件和较长的周期，难

以用于大面积超疏水表面的制备。其

次，从实际应用角度考虑，现有的超疏

水表面的强度和持久性差，使得这种表

面在许多场合的应用受到限制。表面

的微结构也因机械强度差而易被外力

破坏，导致超疏水性的丧失；另外在一

些场合或长期使用中表面也可能被油

性物质污染，使得疏水性变差。开发具

有表面微结构可修复的超疏水表面及

实现超双疏功能（既疏水又疏油）可能

是解决实际应用问题的最佳方案。此

外，从理论分析角度考虑，对于表面微

结构的几何形貌、尺寸与表面浸润性，

尤其是与滞后直接联系的定量研究还

有待深入。最后，超疏水表面的应用领

域还有待拓展，尤其是在生物领域中。

在超疏水表面上具有生物活性物质，如

细胞、蛋白等的生长、与表面间的相互

作用等都将是值得研究的内容。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在超疏水材料研究领

域，哪些国家处于领先地位？国内有哪

些研究单位在开展超疏水材料研发工

作？近些年，东北林业大学木材仿生智

能科学研究中心获得了很多成果，请您

介绍一下有哪些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王成毓王成毓：：自1997年Barthlottde揭示

荷叶效应的原理以来，超疏水材料开始

作为一个新生领域蓬勃发展。目前，在

超疏水材料研究领域，中、德、美、韩、日

等国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国内从事

该研究的单位主要有中国科学院化学

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

所、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等。

近年来，东北林业大学木材仿生智

能科学研究中心也开展了木材仿生植

物超疏水、自清洁性的研究、木材仿生扇

贝极高的力学强度的研究、木材仿生海

鞘的环境响应性，具有光敏变色的智能

性等方面的研究，并且取得了很好的科

研成果。承担相关科研项目7项，包括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林业公益

性行业科研专项重大项目、中国工程院

咨询研究项目以及企业合作横向课题

等，已经发表了相关科研论文60余篇，

申请发明专利40余件，出版著作4部，相

关研究成果获得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梁希青年论文奖二等奖等奖项。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纵观整个木材领域的

发展，您对未来木材仿生功能化研究有

哪些思考？

王成毓王成毓：：目前有关木材仿生功能化

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国内一些综合

性大学和林业大学对这一研究方向逐

渐重视，整体看来，研究取得了一定成

果，但是研究的内容不全面，研究深度

不够，技术创新性不够，缺乏核心知识

产权技术，部分关键的科学技术问题还

有待解决，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在

实际应用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在以后

的研究中，一方面，需要对木材生物结

构-功能关系进行更系统的科学性研

究；另一方面，采用更多目前最高水准

的技术和仪器来进行有关木材仿生功

能化的研究。

《《科技导报科技导报》：》：从木材学科发展角度

来看，您认为如何践行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王成毓王成毓：：在我国石油资源短缺、能

源严重依赖进口、“白色污染”严重的背

景下，利用丰富的农林生物质资源，开

发绿色、环境友好和可循环利用的生物

质材料，是国际新材料产业发展的重要

方向。生物质材料则朝着以绿色资源

化利用为特征的高效低碳、高附加值、

综合利用、定向转化、功能化、环境友好

化、标准化等方向发展。生物质材料规

模化发展将带来越来越多的切实可行

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解决方案。

未来在对包括木材在内的生物质材料

的高性能、多功能、高附加值的研究中

将会遵循新的治国理念，在推进技术与

产业进步过程中，坚守创新发展、协调

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

文//吴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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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共同体推介·

共议木材行业的未来共议木材行业的未来
———国际木材产品学会联合会推介—国际木材产品学会联合会推介

木材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人

们在建筑领域中不可或缺的材料，它是

一种天然的具有纤维增强特性的复合材

料，有很多其他材料无法比拟的优势，与

水泥、钢材并称为三大建设用材。随着

人们对木材重要性认识的深入，逐渐发

展出木材科学，利用现代生物学、物理

学、化学和力学等原理和技术研究木材

的各项性能，从而优化木材的加工过程

以便于更加高效地利用。1992年通过了

《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提出森林

问题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针对

森林木产品问题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技术

研究已迫在眉睫。

1997年4月，日本木材学会（JWRS）
在日本高知县召开第47届年会，发起成

立了国际木材产品学会联合会（Interna⁃
tional Association of Wood Products
Societies，IAWPS）。希望可以通过国际

交流的形式，更好地利用全球木质资源，

在减少消耗的同时对资源进行回收利

用。为实现这一共同目标，有来自9个国

家15个木材学会、研究会及木制产品协

会加入了 IAWPS（IAWPS成员限于环太

平洋国家的学会）。分别是木材科学学

会澳大利亚分会、巴西木材学会、中国木

材科学学会、印度尼西亚木材研究学会、

日本木材保护学会、日本纸浆和造纸工

业技术学会（日本TAPPI）、日本木工机械

学会、日本木材技术学会、日本木材研究

学会（JWRS）、日本纤维科学与技术学

会、韩国木材科学与技术学会、马来西亚

森林研究学会、墨西哥木材科学与技术

学会、中国台湾木材产品学会、美国木材

产品学会。自 IAWPS成立之后，在日本、

中国、韩国、美国、巴西、马来西亚等地均

召开过学术年会和讨论会，共议木制品

行业发展的前景。

IAWPS 的宗旨是：1）促进国际理

解、信息交流与合作，解决影响木制品行

业的全球性问题。2）专注于开发新的和

更有效的技术，以满足全球对木材和纤

维产品需求。3）促进技术的发展，在满

足提供就业和竞争力这一可持续生态系

统需求的森林资源优化使用与依靠不可

再生资源的工业之间找到平衡。4）包括

全球由木制品行业支持的木材和木制品

的协会和组织。5）向 IAWPS成员发布

相关信息。6）促进开展国际会议、研讨

会。7）维护木材和木制品协会和组织的

国际目录。

2008 年 9 月 27—29 日 ，IAWPS
2008 学术年会在中国哈尔滨召开（图

1）。这届学术年会由东北林业大学承

办，生物质材料科学与技术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中国林学会木材科学分会、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际林联第 5学

部、国际木文化学会协办。本次学术年

会大会主席由李坚教授担任，来自美国、

日本、加拿大、韩国、印尼等24个国家和

地区的 516 位注册代表参加了本次会

议。这是 IAWPS大会首次在中国大陆举

办。会议由 3个基调演讲和 8个分会场

报告组成。来自日本的 Shuichi Kawai
教授介绍了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的研究

进展，加拿大的Hervé Deschênes教授

介绍了木材在构建生物经济方面的重要

作用，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齐生介绍了近年

来竹子制造业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主旨

演讲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木制品在社会

发展和经济带动方面的重要带动作用。

随后在8个分会场，科学家围绕着细胞结

构和形成、木材物理学和现代加工技术、

工程物理材料和木结构、化工品和生物质

能源转化、木材化学，纸浆和造纸、木材的

生物降解和保护、木材材料和应用，以及

木材胶黏剂及新型生物材料和开发展开

讨论。

2015年 3月 15—17日，IAWPS木

材科学与技术国际学术研讨会（Interna⁃
tional Symposium on W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5）在东京召开。本

次 研 讨 会 的 主 题 为“Wood Science
Brings Future”，与会代表包括来自中

国、日本、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芬兰

等国家著名高校、研究机构的相关学者、

专家。美国的John Ralph教授和日本的

Kohei Komatsu教授作主题演讲，演讲

题目分别为“设计细胞壁的自动解构”及

“胶合木与胶合木材料的发展”。随后科

学家围绕木材物理、木结构工程、木材化

学、复合材料与胶黏剂、细胞构成与木材

结构、木材降解与防腐、木材生物炼制等

7个单元展开学术分享与讨论，并深入交

流最新研究成果。本次学术研讨会议内

容丰富、思路开阔、前瞻性强，令人深受

启发，特别是为如木结构建筑等国内新

兴发展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新思路，

对木材科学与技术专业教学内容的革新

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文//田恬（《科技导报》编辑部）

图1 IAWPS 2008学术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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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物理的统一梦粒子物理的统一梦

·科技纵横·

物理学的目的是研究探索自然界万

物的结构及运动规律。万物运行的规律

是什么？物质由哪些基本成分构成？物

质的结构是否无限可分？物质之间如何

相互作用？物含妙理总堪寻，物理学家

希望能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最好

可以囊括所有的基本现象，解释自然界

的本质规律。从古希腊的“原子说”、道

尔顿的原子模型，到元素周期律的发现，

再到基本粒子的标准模型，都是基于追

求“统一”的愿望。追求统一也就是追求

完美，这种愿望促使人们努力奋斗，孜孜

以求，推动科学革命，产生新理论，从而

造福社会、造福人类。

100多年前，19世纪的最后一天，英

国著名物理学家威廉·汤姆生向科学界

发表新年祝词，展望牛顿的经典物理学

成就时说：“大厦已经落成，剩下只是一

些修饰工作……。然而，在物理学晴朗

的天空下，还有两朵令人不安的乌云

……。”

之后，正是为了解决这“两朵乌云”，

建立了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激发了物理

学的重大革命[1]。如今的物理学中，有宏

伟大厦，也有片片疑云，科学家们也仍然

在不断地艰苦奋斗，拨云弄雾，尽力消除

完美中的不完美，以达到新的统一[2]。

1 从粒子加速器到LHC
物理学是一门基于实验的科学。在

探究物质结构秘密的过程中，利用高速

的粒子产生碰撞，是基本的实验手段之

一。原子中有些什么？就像孩子们看着

一颗核桃，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于

是，他们用一颗石头来轰击它，或者用两

颗核桃，让它们快速地相撞，敲开之后便

知道了其中的奥秘。当年卢瑟福和他的

学生盖革所进行的α散射实验，就是一个

著名的例子，他们用α射线轰击微米级厚

度的金箔，确定了原子的“行星模型”。

卢瑟福的实验给人启发：α射线是从

天然放射性元素放射出来的，速度无法

控制。为什么不人为地将粒子加速呢？

1932 年，两位英国物理学家约翰·考克

饶夫（John Cockcroft，1897—1967年）

和华顿（E.T. Walton）建造了第一个粒子

加速器，用交流电产生的磁场来加速带

电粒子，如此获得高能量的粒子后，用它

们来冲击原子核。之后，加速器不断改

进，尺寸不断增大，能量不断提高。人们

利用粒子加速器发现了绝大部分新的超

铀元素，合成了上千种新的人工放射性

核素，还发现了包括重子、介子、轻子和

各种共振态粒子在内的几百种新粒子。

之后，人们又采取将两束粒子对撞的方

法。显而易见，这样比只加速一束粒子

能够得到更大的能量。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对撞机是位于瑞

士日内瓦西北部郊区的欧洲核子中心

（CERN）的大型强子碰撞机，一般将它称

之为LHC，那是一个巨大的科学工程（图

2），已经和当年的第一个粒子加速器不

可同日而语。

欧洲核子中心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

科学研究最前沿的地方。20多年之前，

万维网在这儿悄然诞生，之后的发展有

目共睹。2013年，这个组织宣告找到了

“上帝粒子”（希格斯粒子），接着，诺贝尔

奖委员会将 2013年的物理奖授予了与

此相关的两位理论物理学家：弗朗索瓦·

恩格勒和彼得·希格斯。

大型强子对撞机LHC隐藏在100 m
深的地下，位于一个周长 27 km的巨大

环形隧道内。世界各国合作的总耗资达

到 130亿美元，上万人为此日夜辛勤工

作，目的就为了追踪一个平均寿命只有

1.56×10-22 s的基本粒子（图 3），科学家

让 LHC 隧道中的两束质子，以每秒

11245圈的速度（接近光速）狂奔后相撞，

在极小的空间内爆发出等于十万倍太阳

温度的超级高温，并释放出大量的能量

图2 CERN的强子加速器LHC

地下100 m深处

世界上最昂贵的显微镜

耗资130亿美元

主要目的是寻找“上帝”粒子

图3 希格斯玻色子

图1 本文作者张天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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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粒子，希格斯粒子就产生在其中。不

过，质子碰撞产生希格斯粒子的几率很

小，每 1012次的对撞，才可能产生 1次。

并且，希格斯粒子一旦产生后转瞬即逝，

在10亿分之一秒的时间内就会衰变成其

他的粒子。这就是LHC耗资如此巨大的

原因，要想捕捉到希格斯粒子太不容易

了。

什么是希格斯玻色子？为什么要花

费巨资寻找它？这种动力正是来自于物

理学家追求统一的梦想。如今，物理学

家们已经将物质结构的基本“砖块”和 3
种相互作用，统一于62种基本粒子构成

的标准模型中。标准模型理论所预言的

数种粒子在实验中均被陆续发现，希格

斯粒子是最后发现的一个，它为“标准模

型”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点。

2 标准模型

20世纪40年代开始，有了高能的回

旋加速器之后，科学家发现的新粒子的

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到了 20世纪 60
年代，观察到的不同粒子已高达 200多

种。难道“粒子动物园”中这两三百种粒

子都是“基本”的吗？这个可笑的结论太

不令人满意了，完全不符合“统一”的要

求。

所幸在理论物理学家们的努力下建

立了标准模型（图4），它囊括了实验中发

现的所有基本粒子，是迄今为止最成功

地描述微观世界的理论框架。

除了我们还知之甚少的暗物质和暗

能量之外，科学家认为物质间有4种基本

的相互作用力：电磁力、弱力、强力、引

力。如果暂时不考虑那个顽固的“引

力”，标准模型可以将所有的物质及其相

互作用统一在一个62种粒子的框架中，

基本上能精确地解释与这 3种力有关的

所有实验事实。

标准模型是建立在杨振宁与其同事

建立的“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的基础

上，如图4左图所示。其中的“基本粒子”

分为3类：费米子、玻色子、希格斯粒子。

费米子包括夸克和轻子，是组成可见物

质的基本“砖块”；玻色子是3种相互作用

的传播粒子。比如说，电磁力的传播粒

子是光子；弱作用的传播子为W粒子和Z
粒子；强作用的传播子叫做胶子。为什

么又有一个希格斯粒子呢？那是因为规

范场理论只能处理无静止质量的粒子，

但实际上很多粒子都具有静止质量，质

量从何而来呢？标准模型使用对称破缺

的概念，引进希格斯粒子，解决了这个问

题。

12类费米子按4个1组，分别成为夸

克和轻子的 3代家族。只有第一代家族

的 4个粒子——上夸克、下夸克、电子以

及电子中微子是构成通常可见物质的基

本砖块，其他两代家族，都与常见物质无

关，并且它们算是第一代家族衍生出来

的更重的版本，所以除了专门的粒子学

家之外，我们可以暂时不去了解它们，也

没有必要记住它们。

因此，粒子物理的标准模型简化了

世界本源的图景：物质由分子构成，分子

由原子组成，原子由原子核和电子组成，

原子核中有质子和中子。但是，质子和

中子不是物质的基本单元，它们属于复

合粒子，由更小更为基本的夸克和反夸

克构成，每个质子由2个上夸克和1个下

夸克组成；每个中子则由1个上夸克和2
个下夸克组成。

光子（photon）在图 4中用符号 γ表

示，是电磁相互作用的传播粒子。胶子

（gluon）用符号g表示，是夸克之间强相

互作用的传播粒子。弱相互作用是使原

子衰变的相互作用，对应于 3个场传播

子：带单位正电荷的W+、带单位负电荷的

W- 以 及 电 中 性 的 Z0。 希 格 斯 粒 子

（Higgs boson）在图4中用H表示。

3 没有终点的旅程

粒子物理学家们早已不满足于标准

模型的束缚，因为它无法解释引力，也未

曾包括暗物质和暗能量。

人们已经设想出了更大的统一理

论，诸如超对称、弦论、大统一、万有理论

等。然而，因为缺乏实验的支持，这些理

论都还停留在假说和猜想的阶段。

如果想继续使用“碰撞”的办法来验

证这些假说和猜想，粒子需要被加速到

越来越高的能量。这点用敲核桃的比喻

不难理解：核桃越小，需要用越大的能量

来碰撞它们才能敲开。

到底需要多大的能量呢？我们现在

的LHC又具有了多大的能量？可以将我

们的“统一之路”，直观地用能量级别画

出来，如图 5所示。图 5的左边，看起来

像一条高速公路，或可称之为粒子物理

要走向统一的“高能”公路。那么，这条

统一之路通向何方？人类当前走到了什

么地方？

首先，如图 5所见，能量如果一直高

上去，便到了大爆炸模型中宇宙的起点，

这便是为什么人们有时会说，LHC能够

模拟大爆炸。但那只是一个方向而已，

能量还差几十个数量级。

图5中下方最低的那条水平红线，是

现代加速器技术所具有的能量级别，大

约是（104~105）GeV左右，比发现希格斯

粒子的位置稍高一点。比如说，CERN的

LHC能够将每个质子加速到能量为 6.5
TeV（1 TeV=1000 GeV）左右。“大统一

论”的位置，大约是在1018 GeV左右的那

条红线；再上面的一条是所谓包括了引

力的“万有理论”，能量级别是1021 GeV，
已经大于普朗克能量。

图 5中的右图罗列了标准模型中基

本粒子的质量（与能量相对应），它们当

然都在下方标识了“现在”的红线之下，

离上面标识“大统一论”的红线还差13个

数量级。也就是说，从1932年的第一台

粒子回旋加速器算起，80多年的时间，加

速器的能量级别不过提高了4~5个数量

级而已，并且，要想继续提高加速器能

量，会越来越困难。就理论的角度而言，

人类也许自以为发现了很多大自然的奥

秘，现代科技如此发达，统一理论应该指

日可待了吧。看了这张图之后，可能才

恍然大悟，原来我们还差得很远很远啊！

通向统一之路不会只有一条，利用

高能粒子“碰撞”的办法也不是达到统一

的唯一途径。况且加速器的能量越高，图4 标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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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统一之路漫长无止境

造价越高。实际上，没有任何人造的粒

子加速器能比得过大自然的力量。我们

所追求的目标-能量极大的统一高能公

路的终点，就是宇宙之初，时间的起点。

根据大爆炸模型，宇宙是由一个密度极

大、温度极高的太初状态演变而来的，那

种极高能量的状态恐怕很难从地球上模

拟。如果宇宙大爆炸真正发生过的话，

必定在当今世界中留下蛛丝马迹，研究

和观测宇宙中的各种现象，统一理论也

将会受益匪浅。此外，其他物理领域的

研究成果，比如凝聚态物理、量子光学

等，也对粒子物理的发展有帮助。

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永无止境，不可

能存在任何一劳永逸的“终极理论”，物

理学的统一之路，是一条没有终点的旅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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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辽刘辽：：弯曲时空的探索者弯曲时空的探索者
·科学人物·

2016年4月27日，刘辽先生在经历

了多年帕金森综合症与阿尔茨海默病的

折磨后，与世长辞，享年88岁。

刘辽教授是中国著名相对论专家，

是改革开放后在中国宣传、普及广义相

对论的主要学者之一，也是卓越的学术

带头人之一。在时空理论、引力波、黑

洞、宇宙学等方面发表了许多高水平的

论文，出版了不少宣传和普及广义相对

论的教材和学术专著，培养了大批青年

学生。

刘辽参加了中国引力与相对论天体

物理学会的创建，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

理事，第二、第三届理事会的副理事长，

并于 1989年接任理事长职务。此后又

担任第四届理事长。他还是中国物理学

会第五届、第六届理事会的理事，以及国

际广义相对论和引力委员会的委员。他

领导的小组两次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

二等奖。

1 身处逆境奋斗不止

刘辽从小正直、爱国，少年时期曾就

读于“空军幼年学校”，准备为保卫祖国

而战。抗战胜利后，则希望自己走“科学

救国”的道路，于是转入普通中学学习。

他曾参加共产党组织的地下活动，帮助

散发《挺进报》。1948年考入北京大学数

学系，后转入物理系学习。在北京大学

期间加入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

联盟”，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

斗争，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刘辽1952年大学毕业后，曾在唐山

铁道学院任教，1956年转到北京师范大

学工作。第2年恰逢整风运动，他原本对

运动并不关心，一心想走科学救国之路，

躲在屋子里钻研物理。后在组织动员下

出来看了大字报，发表了一些批评意见，

被错划为右派，失去了教学的资格，被分

配到图书室当资料员。难能可贵的是，

刘辽没有自暴自弃，他利用一切可能的

时间自学理论物理，努力让自己的思想

在爱因斯坦的弯曲时空中自由飞翔。令

人惊奇的是，在无人可请教的情况下，刘

辽居然学通了广义相对论。

2 在全国传播广义相对论

在改革开放的春风来临之际，刘辽

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平反，他开始走

出个人的小天地，在北京师范大学建立

了相对论研究中心，并在全国各地宣讲

广义相对论。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只有个别人零

星做过一点广义相对论研究。为了在中

国普及广义相对论，刘辽自编了讲义，这

本讲义凝聚了刘辽半生的心血，后来以

《广义相对论》的名称由高等教育出版社

出版。这本书把物理思想和数学工具融

为一体，既适用于课堂讲授，又可用于自

学。它能把读者从一无所知的状态引进

广义相对论的殿堂，并将他们一直引领

到引力波、黑洞、中子星和宇宙学的科研

前沿。这本书是罕见的中国人自己写的

广义相对论教科书，在理论物理界产生

了重要影响。

由于引力场的量子化始终没有成功，

相对论界不得不采用了一种半经典、半量

子的“弯曲时空量子场论”来研究问题。

这套理论在黑洞和宇宙学的研究中取得

了很大成功，例如霍金关于黑洞存在热辐

射的著名证明，就是用这种理论完成的。

当时国内对这一理论还不熟悉，刘辽读通

后，立刻在全国各地宣讲。后来在其学生

黄超光教授的协助下，有关讲义以《弯曲

时空量子场论和量子宇宙学》的名称在科

学出版社出版。

此外，刘辽还出版了《狭义相对论》

《量子场论（平直时空）》《李群李代数简

介》《暴胀宇宙学和宇宙弦》《黑洞与时间

的性质》等理论物理教材和专著。这些

书对中国相对论事业的发展起了助推作

用。

3 探索弯曲的时空

刘辽先生第 1篇科研论文是粒子物

理方面的。他找到了一个强子质量的半

经验公式，这个公式是当时普适性最好

的半经验公式，把费曼和盖尔曼发现的1
个公式作为特例包含于其中。

1978年，刘辽同时开始了对黑洞物

理和引力波的研究。当时美国天体物理

学 家 泰 勒 和 休 斯 通 过 对 脉 冲 双 星

PSR1913+16轨道的研究，宣称间接发

现了引力波，轰动了物理、天文界。由于

看不到他们的具体计算方法，刘辽就带

领2名研究生，用引力能的朗道表述作了

计算，在验证他们工作的同时，自己也掌

握了研究引力辐射的方法。

此后，刘辽的研究重点转向黑洞。

由他带领的小组首先证明了最一般的稳

态黑洞（克尔-纽曼黑洞）热辐射狄拉克

粒子（如电子、质子等）。当时相对论界

都猜到克尔-纽曼黑洞的热辐射中应有

狄拉克粒子，但由于弯曲时空的旋量方

程过于复杂，没有人能给出严格证明。

刘辽研究组首先完成了这一证明。

后来，刘辽研究组又对黑洞温度、黑

洞熵以及黑洞附近的其他量子效应做了

大量研究。他们提出了黑洞的“膜模

型”，此模型把黑洞的事件视界看作存在

表面张力的膜。这是一个十分具有启发

性的方案。

刘辽等还把索末菲的量子化条件移

植到广义相对论中，提出黑洞量子化的

方案。这个方案可以避免黑洞蒸发的信

息疑难。

刘辽还带领助手和学生对暴胀宇宙

学、量子宇宙学、虫洞和时间机器等做过

很多研究，发表了大量论文。并在自己

的专著中介绍了虫洞、时空隧道和时间

机器，这在中文书籍中几乎是唯一的。

此外，他还针对霍金为避免时间机器而

提出的“时序保护猜想”进行了研究，提

出了避开这一猜想来制造时间机器的可

能性。

刘辽80岁后，重新回到了引力波的

研究，认为diSitter背景的时空中不存在

引力波。他不顾年老体衰，每天颤颤巍

巍步行到资料室钻研文献。

刘辽从不脱离教学，也从来不在学

生面前摆架子，允许学生反对自己的意

见，在组内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

刘辽是中国广义相对论教学和研究

的领军人物。在刘辽等先辈学者的引领

之下，中国的相对论研究已经取得了长

足进展，呈现了遍地开花的局面。目前，

全球黑洞、引力波和宇宙学的研究队伍

中，已经不乏中国学者的身影。

2008年12月，刘辽教授在

北京师范大学做黑洞量子化报告

文//赵峥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

（（编辑编辑 傅雪傅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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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海岚胡海岚：：揭开情绪背后的脑神经奥秘揭开情绪背后的脑神经奥秘

·科学人物·
第十二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得主系列报道”

为什么人会有“七情六欲，喜怒哀

愁”？为什么高兴时心花怒放，痛苦时又

如五内俱焚？为什么一些特殊经历会让

人铭记终生？为什么生活条件越来越

好，抑郁的人却越来越多？长久以来，情

绪背后的脑神经奥秘一直是个未解的

迷，而浙江大学神经科学中心教授胡海

岚和她的团队正在慢慢破解这个谜题。

“快乐、悲伤、愤怒、恐惧和厌恶，人

主要的情绪活动都是由这5种基本情绪

混合而成。就像画家用红、黄、蓝这3种

原色，调配出了画布上丰富的色彩一

样。”胡海岚利用一项名为 TAI-FISH的

新技术解释了各脑区对于喜好或者厌恶

的情绪反应编码模式。找到大脑中和每

种基本情绪相关的神经环路，也就破解

了情绪的密码，乃至一些心理疾病的“命

门”，比如抑郁症。

抑郁症正在成为严重影响人类健康

的第二大疾病，全球至少 10%的人口受

到过不同程度困扰。然而，病因却始终

没有定论。为探寻抑郁症的深层发病机

制，胡海岚团队从分子与神经环路机制

出发，通过蛋白定量质谱分析，电生理以

及行为学等多种科学手段，首次证实了

抑郁症的发生和大脑内“βCaMKII”的蛋

白激酶分子密切相关，它是调节神经活

动的重要蛋白，当它出现在大脑中负责

传递奖赏信息的核心区域并且表达水平

过高时，就会抑制快乐因子“多巴胺”的

分泌，并且充当失望使者将负面情绪传

递给大脑，导致了快感缺失与行为绝望，

这也是抑郁症的核心症状。

当下，白领人群的抑郁症患病率不

断攀升，名人罹患抑郁症的新闻不绝于

耳。对于“患抑郁症的人都是过于脆弱”

“生活条件优渥就没有资格抑郁”之类网

络上流行的说法，在胡海岚看来都过于

片面：“在一些猴群中发现，猴王的压力

应激激素比排在第二、第三的猴子要高”

胡海岚举例说，“这和人类社会中的

‘CEO综合征’相似，这也是为什么抑郁

症容易在一些业界精英、商界巨子身上

发生。”在胡海岚看来，幸福和忧郁的情

绪是相对的，它们的关系甚至是微妙

的。一味追求幸福会容易导致失望，在

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幸福的阈值也会不

断升高。而悲伤的情绪也并不全是有害

的，像迪斯尼电影《Inside out（头脑特工

队）》中展示的，它能引导我们趋利避害，

去做出最有利的行动。但是，如果长期

沉浸于负面情绪和种种压力应激，在一

定时间内得不到调节，本来只是短暂的

情绪变化经过长期积累，就有很可能导

致脑功能持久性的变化，引起抑郁症。

很久以来，人们相信快乐激素的多

少对抑郁症的发病起决定性作用。为

此，很多药物由此研发用于临床治疗，但

是这些针对激素的抗抑郁药物起效慢、

靶点广、副作用大。神经科学研究者正

在加紧探寻抑郁症的深层发病机制，以

期找到预防和治疗抑郁症的更好方法。

胡海岚的团队在大脑缰核中的发现为理

解抑郁症发机理以及治疗抑郁症的核心

症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分子靶点。不

仅如此，胡海岚还在其他一脑科学前沿

方向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阐

明情绪因素如何影响学习和记忆的分子

和细胞学机制；并首次揭示内侧前额叶

脑区的神经活动在社会等级行为中的重

要作用。

在胡海岚团队的实验室正在进行

的，有一组非常有趣的一束光改变“狭路

相逢勇鼠胜”的戏剧性“钻管实验”：两只

小鼠在一根狭促的管子里相遇，原本地

位低的小鼠理所当然地后退为地位高的

小鼠让路。然而，只需一束光，在生物体

脑细胞中嵌入光敏蛋白基因，并用植入

的光纤选择性地激活或抑制特定神经

元，便可自由地控制“剧情”，让地位低的

小鼠改变自我认知，英勇地将地位高的

小鼠推出管道，就好像科幻片一样。在

自然界的群居动物中，社会等级是动物

社会的基本组织方式，会防止不必要的

争斗、冲突和伤亡，减少能量消耗，对族

群的稳定性和个体健康及生活质量有重

要影响。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我

们都会发现这样的例子：身材壮硕或者

力大无穷，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地位最

高。即使是在不像人类社会这样讲究权

谋的动物世界，动物在群体中的地位，也

并非全由体力或者块头大小决定。“动物

的地位，很大程度上由它们的‘性格’决

定，包括好胜心和坚持力等等。”“事实

上，人的社会经历会对神经机制起到调

节作用，并反馈回他的行为当中”，胡海

岚介绍说。

在闺蜜眼中，读初中时胡海岚就是

公认的“学霸”，“是全年级数学最好的女

生，轻声细语，从容淡定，漂亮聪颖”。到

了高中，斩获全国物理奥林匹克竞赛一

等奖，高三被提前保送北京大学生物

系。朋友问她生物系毕业以后干什么，

她笑嘻嘻地回答：“要么研究细胞搞科

研，要么进酱油厂造酱油。”直到十多年

前，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神

经生物学博士学位时，胡海岚的科研目

标开始变得明确——揭开情绪的奥秘，

掌控大脑神经环路的“编程”。神经生物

学是研究脑的科学。在胡海岚看来，大

脑是自然界最神秘最复杂的结构之一。

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更是脑科学的

世纪。这个领域不仅有太多的挑战，更

有太多的未知。

区别于严谨的实验室，在胡海岚清

新明丽的办公室里充斥着植物、鲜花、照

片、零食……还挂满了专业级的摄影作

品，以及好友送给她的油画，一副风景如

画的校园照片是她的最爱，那是美国冷

泉港实验室，她博士后工作的地方。虽

然寻找药物靶点和研发新药尚需时日，

在胡海岚眼中，科学的进程，就像她喜欢

和团队一起进行的爬山活动一样：有时

候似乎很久都在原地踏步，有时候却在

一霎间就翻越了山丘，豁然开朗，而在过

程中感受到的自由，希望和美，是她们前

行的动力。

稿件支持：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第十二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获得者 胡海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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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科研合作和交流谈谈科研合作和交流
·科技职场·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美国田纳西大学植物科学系，教

授。图片为本文作者。

栏目主持人栏目主持人 马臻，电子信箱：zhenma@fudan.
edu.cn。

文//程宗明

2016年 8月初，我在明尼苏达大学

参加学术会议，顺访了明尼苏达大学的

几个同行教授。彼此交流一下目前在做

什么，有什么进展。其中一位教授把他

最近发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结果告

诉了我。我暗想：“你就不怕我把你的想

法偷了？”他肯定没有设防，当然我也绝

没有想偷他的 idea的想法，倒是他的研

究对我现在正在做的一个项目很有启

发。当然我也和盘说出了我的实验室在

做的题目和进展——以示公平和以诚相

待。我们互相提了不少建议，都觉得这

些讨论挺有用，聊得很开心。另外两位

教授带我去他们的基地，看他们培育的、

最近准备命名的新品种，其中一位教授

还将和我开展一个小的合作项目。这些

开会和交流对自己科研的提升很有帮

助，特别是知道别人的实验室眼下正在

做什么，和同行进行实质性讨论，可以让

自己的科研少走弯路。

想想自己在南京农业大学兼职已有

好几年，和国内小同行和大同行也有一

些合作研究，但总觉得不过瘾，合作的深

度不够，大多限于帮助修改文章、参与一

些项目经费申请和分配等。一直想扩大

实质性合作，但效果不好。我想肯定是

自己水平有限、资源缺乏的原因。

我到目前为止的学术生涯一共发表

和共同发表了近100篇论文，除极少数外，

都是SCI收录的，虽然没有什么“地动山

摇”的论文，总数也不算很多，但主动合作

和被动合作的论文还不少。最近刚被接

收的一篇是和我的田纳西大学的同事

Robert Auge合作的研究论文，即将发表

在《Plant Biotechnology Journal》。合作

在美国太容易了，而且很愉快。

项目和论文合作有 3种。第 1种是

自己主导，可以做大部分工作，有少部分

需要别人帮忙，所以邀请别人和你合

作。完成论文时，你把对方有贡献的作

者列入。第2种是和第1种对换角色，别

人邀请你合作和帮忙，别人把你列入作

者（有时候也加上你的研究生）。第3种

情况是合作双方几乎平等，即贡献相当，

一般这都是大项目，需要很多人合作，一

个人主导完不成。

前两种情况，作者位置由邀请者确

定，即依照贡献大小列到恰当位置。

什么时候要邀请项目和研究论文合

作？最常见的有两种情况。一是自己实

验室不能完成某个实验，又没有商业机构

服务可以帮助完成，不想花钱或没有钱。

这里也包括数据分析，特别是深层次数据

分析。例如应用别人的方法来做和自己

相关的研究，请别人帮助分析你的数据，

一般都是技能和领域互补的合作。

二是综述性论文的合作。这种论文

的合作比较简单。如果你被杂志主编邀

请写个综述，但缺一部分或几部分，你可

以邀请其他人。通信作者应该组织全文

的大段落，将全文分解成几部分，邀请别

人写自己不擅长的那些部分。所有作者

都要认真修改和按时返回修改稿。国内

有些合作者常常出现的问题是，反正我

又不是通信作者，对自己的工作考评也

没有什么帮助，自己那部分开始时答应

得很爽快，过程中常常拖拉，不认真写，

但这种情况在美国就相对很少。如果没

有什么参与，就不会列入作者名单，没有

“荣誉作者”。

比较难的合作是第3种，相对平等的

合作，或者说比较容易出问题的合作通

常是从头开始的合作。在美国，通常是

谁最先提出原创性合作“点子”，就由谁

主导并负责主要工作，包括写项目申请、

文章、报告。但通常合作的人都是和自

己互补的，一般不会打架，也不存在利益

分配的问题。在国内常常出现的也是常

常纠缠的问题是，原创性研究的合作过

程中 idea被偷窃。很多人害怕这点，所

以很少有深层讨论，没有合作发表的，也

不愿意讨论和交流。例如在国内开会，

有的人被问到最近在做什么，回答往往

是“都在瞎做，没什么值得提的”，这样自

然就关闭了交流和合作的大门、小门和

侧门。

对一些想偷想法的人，怎么办？如

何防止你的 idea被别人盗窃？其实“诚

信”是最好的防盗锁。有诚信，可以不设

防。没有诚信，设防也很难。但为了保

险，所有的通讯应该以e-mail为主，这样

有记录可寻。如果是在一个会议或访问

时的讨论，尽快跟进一个 e-mail，大意

是：几月几日我们在什么地方见面讨论

时答应进行什么课题的合作，现在我正

式邀请你参加合作。我将做什么，你将

做什么……

在国内合作难，一是诚信。当整个社

会都缺乏诚信的时候，谈学术界诚信是不

容易的。但我也确实有一些很有诚信的

圈内同行。大家能够做些交流。和好多

国内同事讨论，大家都认为，校内合作比

国内合作难，国内合作比国际合作难。

这种合作难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

评价体制的问题。对于第1完成单位、第

1作者、通信作者的详细要求和追求不可

思议。在美国，极少人会提到自己的名

字会放到哪儿，几乎没有人会提要当共

同通信作者，因为在西方人的论文中，这

种情况很少出现。学校和系的评审没有

人会去数第一、共同第一、共同通信作

者的文章数。当然一个教授自己实验室

出论文是基本期望。帮助别人就是帮自

己，没有“荣誉作者”，没有“不劳而获”。

这样才能做大项目，才能做出实质性的

技术变革。

如何改变这种评价体系？必须改变

考核机制。2016年7月在国内和一所高

校的副校长谈起此事，他说他们高校正

在设法改变这种状况，从制度上鼓励合

作，鼓励讨论，提供合作的环境和讨论合

作的场所，鼓励合作的大论文，弱化第 1
完成单位等，强调实质合作。这种合作

文化，不是一天两天能改变的，有这个开

始，我要点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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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评·

生命之未来生命之未来：：绝境重生绝境重生

[美] 爱德华·威尔逊 著, 杨玉龄 译。

中信出版社，2016年5月第1版，定价：

39：00元。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 李娜李娜））

文//王玥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 中国科普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博士后。

《生命的未来（The Future of Life）》
是被誉为“当代达尔文”的美国著名生物

学家爱德华·威尔逊“以对生命的真挚热

爱与极大敬意”著就的科普名作。2002
年甫经出版便赢得赞誉一片，被评为

《Discover》杂志年度好书、网站编辑评鉴

年度好书、英国年度具影响力的科普著

作，《Nature》杂志辟专栏对其进行推

荐。中信出版社于 2016年出版发行了

由台湾科学作家、翻译家杨玉龄翻译的

版本，该版获第二届吴大猷科普著作奖

金签奖。

爱德华·威尔逊 1929年生于美国，

1955 年获哈佛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

1969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96
年被《时代》杂志评为对当代美国影响最

大的25位美国人之一。威尔逊以杰出的

科学成就，获得过全世界最高的环境生

物学奖项，包括美国的国家科学奖、瑞典

皇家科学院颁发的克拉福德奖等世界级

科学大奖。由其创建的全新学科“社会

生物学”引发美国学界与民众的大讨论，

“生物多样性”概念风靡全球成为影响世

界的环保理念。著有《社会生物学》《缤

纷的生命》等多部作品，并以《论人性》

（1979）和《蚂蚁》（1991）两度获得普利策

奖，作为我们当代最富智慧的博物学家，

《自然》杂志评价他“既是一位世界级的

科学大师，又是一位伟大的作家”。

《生命的未来》一书以作者本人丰富

详实的生物学知识为基础展开。从地球

上体型最大的动物蓝鲸到麦克默多干谷

中人类肉眼看不见的嗜绝生物，从美国

南部海岸平原的象牙喙啄木鸟到哥斯达

黎加的金蟾蜍，从大型生物到微观细菌，

书中娓娓道来各色各样新奇有趣的生

物，然而本书却并非一本生物图鉴，紧随

诗意描画而来的是“一百心跳俱乐部(由
存活个数小于或等于100的动物组成，因

为它们距离全球灭绝只有 100 下心

跳。)”上岌岌可危的濒危物种名单，是极

力为自己辩白的“地球杀手”冷漠无情的

杀戮纪实，是本书腰封页上令人压抑的

诘问：“物种正在灭绝，自然日益消亡，我

们要给未来留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全书从“给梭罗的一封信”开始，在

以深情的笔触表达了对素未谋面的“亨

利”（梭罗教名）的敬意之外，作者讲述了

生物学一个世纪以来的最新进展，这也

是两代最杰出的博物学家，从瓦尔登湖

畔的梭罗到莱克星敦的威尔逊，从关注

植物、鸟类、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两栖动

物等大型生物开始，到着迷蚂蚁、狼蛛等

小型生物，一直到发现细菌，生命存在的

形式及生存的范围超乎人类的想象，当

我们深入地表，深入岩层，缤纷绚烂的生

命随处可见，两位相隔百年之遥的大师，

通过不断探索，前后接力共同为我们描

画了一幅生机盎然的生命图谱。

随后作者从“生物多样性”角度，以

通俗的语言和形象的例子描述了生存在

地球各个角落里，包括那些人类难以企

及的“绝境”中的生命（甚至大胆推想外

太空中可能存在的生命形式），它们的种

类据保守统计至少有1000多万，但目前

已发现并被正式命名的物种大约只有

150～180多万，我们对地球、对生命的

探索才刚开始，“不幸的是，太多太多的

生命，在没有被我们完全了解甚至认识

之前，就已经从地球上永远消失了。”

人类，上帝的宠儿，“一旦踏足伊甸

园，就把那变成了一座屠宰场。”人类社会

的快速发展，人口不断增长，对生存消费

资料的大量需求以及漠视环境的行为造

成地球的不堪重负，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

护之间应该如何取舍，成为摆在人类社会

面前的一道难题。在“瓶颈”中，作者虚拟

了经济学家与环境论者的辩论，并以中国

的农业危机为例，从土地资源、水资源等

方面进行详细剖析，以真实数据给出令人

信服的答案，作者甚至大声疾呼：“人类并

不是像天使般降临凡间，人类也不是殖民

地球的外星人，我们是历经了百万年，从

地球上进化出来的诸多物种之一，以一个

生物奇迹的身份和其他物种相连。被我

们如此粗心鲁莽对待的地球，是我们的摇

篮和育婴房，是我们的学校，而且也是我

们唯一的家园。”

60亿人口，已经逼近大自然的承受

极限，100亿人口又会是一番什么景象？

地球生态指数一再告急，自然以各种方

式提醒着人类。夏威夷岛本土生态圈的

毁灭，神秘而害羞的苏门答腊犀牛，以及

那只“生于公元前150万年，卒于1996年

1月”名叫“塔基”的蜗牛，还有那些在悄

无声息中走向终点，以及众多人类尚未

发现其存在就已经灭绝了的物种……，

人类“地球杀手”这一称号当之无愧，在

市场经济和自然经济的双重管制下，人

类如果一意孤行，“蓝鲸”灭绝后，下一个

轮到的就是人类自己。

在为人类的自私和愚蠢深感担忧的

同时，作者并没有跳出来声嘶力竭地呐

喊环保主义，反而是开始跟读者算起一

笔账，造林比造蓄水池更经济，基因工程

能提高农作物产量从而解决食物短缺问

题，中医药方居然是个宝库，对未知物种

的探索往往带来意想不到却意义重大的

成果，营造健康良性的生态环境原来并

非一件亏本买卖，我们骨子里的“亲生命

性”源于生物在遗传上的统一性，所有生

物原来都起源于共同的祖先，生物圈就

是一个整体，其他生物是身体，人类是大

脑，我们在自然界的角色就是负责思考

生命的创造，并进一步保护这个生机盎

然的星球。算清楚了经济账，又弄明白

了人类所应承担的角色，接下来该怎么

做，威尔逊相信读者们已经心中有数。

人类就像希腊神话中神秘的巨人安

泰，借由与他的母亲盖亚（大地女神）的

接触来吸取力量，以应对挑战并打败敌

人。《生命的未来》中尽管讲述了一个又

一个骤然陨落的美丽生物的故事，威尔

逊对生命的未来依然充满信心：“我深信

我们会做出明智的抉择。一个能拟想到

上帝而且向往太空殖民的地球文明，一

定也想得出办法来保护这个星球的完整

性，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缤纷生命。”我们

也有理由相信，人类的未来一定并不孤

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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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材料概论

张明习 著。国防工业出版社，2014年 9
月第1版，定价：198.00元。

本书重点介绍了超材料的主要类

型、性能特点及应用进展，详细阐述了左

手材料、电磁超材料、太赫兹波段超材

料、光学超材料的基本概念、设计理论、

性能机理、计算仿真、制造工艺、试验验

证与应用领域等内容，涵盖了超材料设

计的多种电磁理论机理和计算分析手

段，为超材料的设计与实现提供了理论

基础和技术途径。另外，还对超材料在

天线设计、吸波结构及隐身技术领域的

应用研究情况作了较全面的介绍。

新能源材料科学与应用技术

《新能源材料科学与应用技术》编委会

编。科学出版社，2016年 2月第 1版，定

价：168.00元。

本书内容包括硅基太阳能电池、化

合物太阳能电池、聚合物太阳能电池、有

机／无机杂化太阳能电池材料和应用技

术，以及锂离子电池、锂空气电池、锂硫

电池、全固态锂电池材料与应用技术，系

统阐述了多种太阳能电池、锂电池材料

与技术的基本科学原理，探讨了获取高

性能太阳能电池和锂电池新材料的知识

和方法，重点介绍了国内外相关领域的

新研究进展和前景展望。

该书涉及的新能源材料类型多、应

用广，适合能源材料与技术领域的研究

人员、工程师及相关专业人员阅读，可以

向读者提供广泛的知识交叉和技术交叉

信息，启发和促进各自专业知识的学习

和技术的研发。

超材料与变换科学

黄铭，李廷华，杨晶晶 著。科学出版社，

2016年2月第1版，定价：68.00元。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能量及其相互

作用的科学。它不仅是信息、能源、生命

和化学等相关学科的基础，同时还是许

多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前沿。众所周

知，物质的运动规律由描述其运动的方

程、物理参数、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决

定。

20世纪初，科学家发现如果运动方

程中材料的物理参数改变，取天然材料

所不具备的特殊值，物质的运动规律将

发生奇异变化；如果材料的物理参数根

据变换科学的思想取任意值，人们几乎

可以任意控制物质的运动规律。本书是

对这一物理学新领域的科学总结。

超材料设计及其在隐身技术中的

应用
屈绍波，王甲富，马华，等 著。科学出版

社，2013年4月第1版，定价：80.00元。

本书主要介绍超材料的设计原理及

其在隐身技术中的应用，全书分为 10
章。第1章为总论，概述超材料的发展历

程和研究现状，并对超材料的发展趋势

进行了展望；第 2~7章详细介绍基于金

属和电介质结构的电超材料、磁超材料

以及左手材料的设计原理、加工制备和

实验测试，涵盖了超材料设计的多种物

理机制和实现手段，为超材料的设计与

实现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技术手段。第8~
10章是超材料隐身技术应用部分，详细

介绍超材料完美隐身技术、超材料吸波

体和超材料频率选择表面的应用设计及

实验。

船舶与海洋工程复合材料耐久性

[法] Peter Davies，[美] Yapa D.S. Raja⁃
pakse 编，倪爱清，王继辉，祖磊 译。化

学工业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定价：

88.00元。

为推进复合材料在海洋环境中的长

期可靠应用，法国海洋开发研究所（IF⁃
EMER）和美国海洋研究局（ONR）于

2012年举行了“海洋环境下复合材料的

耐久性”会议，对当前美国、欧洲和亚洲

关于复合材料在海洋环境中应用的研究

进展进行了综述和展望，该书不仅考虑

了复合材料在海洋船舶上的应用，而且

涵盖了其在近海产业，如钻井立管，以及

可再生海洋能源两方面的应用，包括了

复合材料在海洋环境中的最新应用。

本书集中了美国、法国、英国、挪威、

日本等海事强国关于复合材料在海洋应

用中最前沿的研究进展，讨论了海洋环

境复合材料的耐久性认证问题，阐明了

进一步的研究方向。书中的研究内容和

结果不仅对海洋环境中复合材料应用有

普遍的指导意义，而且其中材料的性能

测试以及环境性能预测工具的建立，使

得研究数据和结果一方面能够为理论研

究提供对比参照，另一方面也为海洋用

复合材料耐久性表征提供了参考依据。

（（编辑编辑 祝叶华祝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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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与人类文明木与人类文明
罗建举

广西大学林学院，南宁 530005
摘要摘要 综述了木对人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形成发展的作用和贡献。从人类发展进程、工具产生条件和相关历史证据看，史前

人类木器时代是客观存在的，在进入石器时代以前，人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木器时代。木与人类相伴的历史最为久远，人们与木

相关的实践活动最为普遍和广泛，木对人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形成发展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借鉴人类过去的历史，

“木”之道可望成为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粮食、能源和环境三大危机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关键词 木；人类文明；木器时代

森林孕育了人类的诞生、养育了人类祖先。自人类诞生

至今，木始终与人类相依相伴，为人类文明发育和发展做出

了无与伦比的贡献[1]。木是人类文明的基础，木文明是人类

文明的核心。当前人类面临的粮食、能源和环境等问题，严

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此背景之下，正确认识人类

文明历史对引导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1 史前人类的木器时代
人类历史学家断定人类出现于大约 300万年以前，依据

是未发现比这更早的人类使用过的石器。学术界公认，人与

猿的根本区别在于能否制造工具进行劳动，这是符合科学原

理的。但是人类历史学家把石器作为人类最早工具的标志，

这一点值得商榷。其实人类最早使用的工具应该是木器，而

不是石器。人类在进入石器时代以前，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木

器时代[2~4]。下面从工具产生的条件和人类木器时代的历史

证据两个方面加以论证。

1.1 工具产生的必要充分条件

动力、能力和智力是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的 3个充要条

件。社会需要是工具产生的动力条件。相对于那些食人猛

兽，身体天生弱质的人类为了弥补自身先天不足，从一开始

就具有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迫切需求。灵巧双手是制造工具

的能力条件。直立行走使人类手足功能分化，让人类具有了

灵巧的双手。考古研究结果表明，距今360万~300万年的人

类第一小姐“露西”的骨骼与现代人基本相同，已经能够完全

直立行走[5]。由此可知，人类早在300万年前就已经有了灵巧

的双手，具备了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材料属性知识是制

造工具的智力条件。这里所说的智力是指人类对工具材料

属性的感知和利用。人类长期生活于大森林，长期生活于一

个“木”的环境之中。相对于其他材料，人类对木的感知、对

木的体验和对木材属性的认识必然是最早、最全面和最深

刻的。

从以上关于工具产生的充分必要条件来看，木必然是最

先被人类用来制作工具的材料。在石器时代以前，人类必然

经历了一个木器时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劳动在从猿

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书中指出：“在人用第一块石头做

成刀子以前, 可能已经经过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与这段

时间相比，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时间就显得微不足道了。”[6]这

里恩格斯所说的“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应该就是人类的木

器时代。

1.2 人类木器时代的历史证据

关于人类历史上存在木器时代的客观性，20世纪80年代

以来有文献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述[2~4,7]。

首先关于直接证据，虽然木制工具容易腐烂、难以保存

留世，但考古学家仍在原始堆积中找到了它的遗迹。在欧洲

发现过两件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木器。其中一件是一个紫杉

木的木矛末梢，发现于英国克拉克当地间冰期泥炭质黏土层

中；另一件是一个紫杉矛头，尖端是用火烧法硬化过，发现于

萨克逊郡的来灵根地方。在非洲早更新世的静水堆积中也

曾发现过木质工具，在赞比亚共和国的卡兰波瀑布的阿休利

期的遗址中发现了木质棍棒[8]。考古直接发现的木器虽然很

少，但它们有力地说明在旧石器时代早期已经产生了木制工

具，并且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

石片刮削器是旧石器时代的最主要石器工具，它们可以

视为木器时代客观存在的间接证据。旧石器时代早期那些

半月形凹刃石片刮削器（图 1）就是专门用来制造木棒工具

的[7]。既然旧石器时代早期制造木器的石器工具如此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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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和温度和pHpH值响应型高分子智能膜的值响应型高分子智能膜的
制备及应用制备及应用
江萍，吴义强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长沙 410004
摘要摘要 温度和pH值响应型高分子智能膜在物质分离、控制释放等领域有着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综述了温度和pH值响应型高

分子智能膜的制备方法和应用现状，阐述了非极性和自支撑温度和pH值响应型高分子智能膜的构筑方法、构效关系及响应机

制，展望了对温度和pH值响应型高分子智能膜研究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关键词 高分子智能膜；温度响应性；pH值响应性

随着科技技术的更新，人类对自主机制的进一步了解，

对膜材料进行功能化和智能化，开发出能对外界刺激作出响

应的膜已成为必然趋势。这种能对外界刺激做出响应的膜

被称为智能型膜或环境响应型膜。智能膜的结构、有效孔

径、膜的通量以及膜的性能会随着外界刺激如光、电、温度、

pH值、化学因素等的改变发生变化，这种既兼顾传统膜材料

优势又能对外界刺激做出响应的特点，促使智能膜材料成为

了新型的功能性膜材料[1]。智能膜在物质的分析检测、分离

提纯、药物释放、人工器官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高分子膜作为高分子材料中的一种，相比于无机材料，

具有多重结构层次性及分子间作用力弱的特点，主链和侧链

更容易引入官能团，分子链或集聚态结构更容易进行设计，

即更容易实现智能化，能有效结合智能聚合物的响应型和多

孔基材膜良好的优点。按照高分子智能膜对环境刺激响应

的不同分为温度响应型、电场响应型、离子强度响应型、葡萄

糖浓度响应型、pH值响应型、光照响应型及分子识别响应型

等不同的类型。而温度和pH值变化不仅自然存在的情况很

多，而且很容易靠人工实现，所以温度和pH值响应型高分子

智能膜一直是国内外的研究热点。

1 温度响应型高分子智能膜
当一种高分子分离膜的孔径、渗透速率等随着所处环境

温度改变而发生敏锐的响应变化和突跃性变化时，这种高分

子分离膜称为温度响应型高分子膜，当温度响应型高分子膜

在某一温度吸溶剂量和吸水量有突变性的变化时，这一温度

称为最低临界溶液温度（LCST）。因为温度变化自然存在的

情况很多，但是更容易通过人工实现，所以迄今为止，对温度

响应型智能化开关膜的研究比较多。聚N-异丙基丙烯酰

（PNIPPAm）是一种常用且典型的温敏型高分子，它在华氏

32℃以下时，聚合物链段会由于酰胺键与水分子强烈的氢键

相互作用而水合膨胀；当外界温度高于华氏 32℃时，聚合物

链段又会因为链段之间非极性的增加而剧烈收缩。即华氏

32℃为其最低临界溶解温度（LCST）[2]。这种显著的体积变化

与外界温度的改变紧密相关，因此利用这种特性可以制得对

温度敏感性十分突出的智能膜。

目前主要有两种温敏型智能膜的可控渗透机制[3]。第 1
种是凝胶扩散机制。在低温下，PNIPPAm基凝胶溶胀，渗透

介质的扩散速度快；高温下，PNIPPAm基凝胶溶胀收缩，渗透

物质的扩散速度相对较慢。由此证实了“高关低开”的控制

模式。第 2种被称为阀门机制。在低温下，温敏型聚合物由

于强烈的氢键作用水合膨胀，导致膜上的孔“关闭”，阻止了

渗透物质的通过；但是在高温下，聚合物由于非极性作用链

段收缩，从而使膜上的孔“打开”，这时，渗透物质便可以自由

通过。在整个体系中，形成了“高开低关”的控制模式，而温

度就是里面的阀门，控制着膜的通量。而温敏型膜的开关形

式大致可分为填孔型微球开关[4]、覆孔型和接枝链开关[5]及填

孔型接枝链开关[6]3种（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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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生超疏水导电竹材的制备及其耐久性仿生超疏水导电竹材的制备及其耐久性
李景鹏 1,2，陈玉和 1，吴再兴 1，包永洁 1，金春德 2

1. 国家林业局竹子研究开发中心，杭州 310012
2. 浙江农林大学工程学院，杭州 311300
摘要摘要 采用银镜反应及分子自组装技术，在竹材表面原位负载一层纯单质银纳米粒子，赋予竹材导电功能，再经十七氟癸基三甲

氧基硅烷（FAS-17）的进一步处理，制备出具有导电功能的仿生超疏水竹材试样，并通过实验观察研究了其稳定性及耐久性。结

果表明，制备竹材表面拥有亚微米/纳米二维等级粗糙结构，该结构协同低表面能物质FAS-17共同决定了竹材的超疏水性，竹材

表面与水的接触角为155°，滚动角小于10°；制备竹材能够抵抗pH 1~14溶液及强浓度NaCl溶液，且经强烈的溶液搅拌及蒸煮，

依旧保持超疏水性和导电性。

关键词关键词 竹材；银纳米粒子；超疏水性；导电性

仿生材料自20世纪90年代发展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以及

对各个领域的影响、渗透一直引起人们的关注，尤其是纳米

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得仿生研究实现了在原子、分子、纳

米及微米尺度上深入揭示生物材料优异宏观性能与特殊微

观结构之间的关系，从而为仿生材料的制备提供了重要的支

撑[1~4]。受自然界超疏水现象的启示，人们在仿生超疏水材料

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研究。迄今为止，国内外已有一些

超疏水木竹材的制备及性能表征方面的报道。Wang等 [5]将

二氧化硅溶胶负载到杉木材料上，并在表面修饰低表面能物

质，使木材横截面接触角达到 150°；Liu等[6]采用溶液浸渍法

使杨木材料与甲基硅酸钾及CO2气体反应，在杨木材料表面

生成超疏水涂层，得到接触角达 153°的超疏水木材；王成毓

等[7]将聚乙烯醇与二氧化硅复合，通过滴涂法制得一种机械

稳定性较好的超疏水木材；Sun等[8]采用水热法在杨木材料表

面生成纳米二氧化钛，并用十二烷基硫酸钠溶液修饰，获得

最大接触角为 154°的超疏水木材；Jin等[9,10]利用水热法在竹

材表面沉积一层纳米ZnO，并利用FAS-17进行表面修饰，获

得超疏水竹材；Jin等[11]以贝壳为仿生对象，利用水热矿化法

在竹材表面生成具有层状结构的碳酸钙涂层，获得仿生贝壳

层状结构复合材料。本文提出具有导电功能的仿生超疏水

竹材的制备方法，并研究这种仿生超疏水导电竹材的稳定性

及耐久性。

1 材料与方法
1.1 原料

竹材：毛竹（Phyllostachyspubescens）,尺寸 10 mm × 10
mm×4 mm。化学试剂：氢氧化钠、氨水、硝酸银、葡萄糖、十七

氟癸基三甲氧基硅烷（FAS-17），均为分析纯；实验全程使用

去离子水。

1.2 竹材表面原位负载银纳米颗粒

将竹材试样放入质量分数 10%的NaOH溶液中，在室温

环境下处理5 min，然后用大量的去离子水对试样进行清洗，

直至将多余的NaOH清洗干净。将质量分数28%的氨水逐滴

加入到 0.5 mol/L的AgNO3溶液中，并不断搅拌，直至溶液变

为澄清溶液，则[Ag(NH3)2]+溶液制备完成。将碱化后的竹材试

样放入[Ag(NH3)2]+溶液中，不断磁力搅拌1 h，取出试样，放入

事先配好的0.2 mol/L的葡萄糖溶液中，反应5 min，将残余的

[Ag(NH3)2]+溶液倒入葡萄糖溶液中，继续反应30 min。用大量

的去离子水进行试样清洗，清洗完成后，将试样放入真空烘

箱中，60℃干燥24 h。
1.3 竹材表面疏水性修饰

将竹材试样放入FAS-17/乙醇溶液中（体积浓度2%），室

温条件下磁力搅拌 3 h，取出试样，用酒精清洗数次，目的是

清洗掉试样表面的残留有机分子。将清洗干净的试样放入

105℃的烘箱中10 min，随后60℃干燥24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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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表面原位生长木材表面原位生长WOWO33纳米片及其纳米片及其
光响应行为光响应行为
惠彬 1，2，李国梁 1，2，李坚 1,2

1. 东北林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哈尔滨 150040
2. 东北林业大学木材仿生智能科学研究中心，哈尔滨 150040
摘要摘要 采用乙醇作为诱导剂，利用简单的低温水热合成法在木材表面原位生长无机WO3纳米片，探讨WO3/木材的光响应功能。

使用扫描电镜（SEM）、X射线衍射（XRD）、紫外-可见光（UV-vis）、色差仪和热重分析（TG）分别表征了此复合材料形貌、相结

构、紫外光吸收、光响应和热稳定性能，并进一步探讨了此复合材料的疏水功能。SEM表明WO3纳米片均匀的生长在木材表面；

XRD表明WO3具有六方晶相结构；UV-vis表明WO3处理后的木材与素材相比，其最大吸收波长出现蓝移；光响应测试表明，

WO3/木材在紫外光照射下具有明显的变色功能；TG表明WO3涂层对木材成分降解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此外，经过十八烷基

三氯硅烷改良后，此复合材料具有超疏水功能。

关键词 水热合成；光响应；三氧化物；润湿性；木材表面

木材是天然高分子聚合物，具有轻质、隔声、调节温湿度

等一系列优点，广泛应用于建筑、装饰等领域[1~5]。然而，木材

也有缺陷，诸如尺寸稳定性差、易腐、易燃等[6]。因此，许多研

究集中在木材细胞壁改良等方面以提高木材的利用率。最

近研究表明，无机化合物与木材表面复合赋予木材特殊功能

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例如，无机化合物TiO2改良木材用

于保护木材免遭紫外线辐射[7]；磁性木材用于屏蔽电磁波等

功能[8~9]。

纳米结构的WO3具有优异的光致变色功能，在信息存

储、数据显示器、智能窗及军事伪装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10~14]。因此，许多方法，诸如溶胶凝胶法[15]、化学气相沉积

法[16]、阳极氧化法[17]、水热法[18]等用来制备纳米WO3。其中，水

热法能够精确控制WO3的形貌与尺寸，受到研究者的高度关

注。Talebian等发现前驱溶液中异丙醇的含量能有效控制生

长在基质表面ZnO晶体的成核与生长取向[19]。这表明水热合

成过程中，在前驱溶液中使用不同的诱导剂可能是制备其他

氧化物薄膜的方法。因此，本研究采用乙醇为诱导剂，在垂

直木材表面方向原位生长WO3纳米片，构建木材光智能响应

功能，并探讨该材料的热稳定性、疏水等性能。

1 材料与仪器
材料：桦木单板 25 mm×25 mm×0.6 mm；Na2WO4·2H2O、

乙醇、丙酮等试剂均为分析纯（天津凯通化学试剂有限公

司）；十八烷基三氯硅烷购于新西兰；实验室用水为去离子水。

仪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 Quanta 200，美国）、相结构

（XRD，D/MAX2200，日本）、双光束紫外可见光分光光度计

（UV-vis，TU-1901，中国北京）、热重（TG，TA Q600，美国）、色

差仪（cm2300d，日本）、接触角测量仪（JC2000C，中国上海）、

电热鼓风干燥箱（101-2AB，中国天津）。

2 实验方法
2.1 WO3/木材的制备

将 1.5 g的 Na2WO4·2H2O置于烧杯中，加入 17.5 mL乙

醇，用蒸馏水定容至 50 mL；然后用 95%~98%的浓硫酸调节

pH值至1.8；将上述混合溶液转移至100 mL聚四氟乙烯内衬

的反应釜，将木材试件置于此溶液且密封反应釜，在 95℃下

反应 7 h，然后冷却至室温；取出反应后的木材试件，用蒸馏

水和乙醇分别洗涤3次，60℃下干燥24 h，即得紫外灯照射下

变色的光响应木材。

2.2 疏水改性

用十八烷基三氯硅烷（OTS）改性上述WO3/木材试件。

首先，配置 25 mL，2.0%的OTS溶液；然后将上述试件浸渍于

2.0%的OTS溶液中，室温下改性1.5 h；取出试件，用乙醇洗涤

3次，在45℃下干燥3 h，得到超疏水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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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采用硫酸水解联合高压均质化，制备了生物质纳米纤维素晶体（CNC），经超声波处理诱导自组装形成手性排列，并研究了

其自组装膜的结构色特征。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和透射电子显微镜（TEM）观察显示，纤维素纳米晶体尺寸均一，多呈短棒

状，具备形成手性排列的结构基础。表面电势、流变性能及偏光特性研究表明，水解时硫酸浓度越高，生成的CNC表面Zeta电位

绝对值越大，黏度越大，越利于形成手性排列，从而产生良好的偏光性；CNC经超声波处理有助于自组装成“光子晶体”，显示出

较好的结构色。

关键词关键词 纳米纤维；手性排列；结构色；流变性能；偏光特性

自然界有许多生物体会产生色彩斑斓的颜色，如蝴蝶翅

膀、孔雀羽毛可显示奇特的绚丽色彩[1]。该色彩是光在其周

期性纳米结构表面发生反射、散射、衍射及干涉所形成的，也

称为结构色，而具有这种表面特性的物质常称之为“光子晶

体”。不同结构的光子晶体产生不同的结构色，同时也有与

之相适应的生物功能，这是漫长的生物进化演变而来[2]。由

于光子晶体具有优异的光旋转及选择性吸收等性能，智能仿

生结构色材料成为研究热点。

与蝴蝶翅膀、孔雀羽毛一样，纳米纤维具备形成“光子晶

体”的结构基础。Marchessault等[3]首次发现并揭示纳米纤维

的结构色现象。纳米纤维在低浓度溶液中随机分散，当溶液

浓度上升到一定程度时，随机分散的纳米纤维将自发组织成

有序的排列结构，形成典型的左手相列排布。随着纳米纤维

浓度增加，纤维之间由于表面电荷产生较强的排斥，当这种

排斥达到平衡状态时将会促使纤维形成稳定的手性排列，从

而具有结构色。通过模仿自然界的微结构，可对纳米纤维进

行结构色设计。手性排列的纳米纤维素具有结构色，使其在

防伪识别、光信息储存、智能窗口、液晶显示等先进材料领域

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4,5]。

目前，对于纳米纤维形成手性向列的机制主要有两种观

点，一种认为纳米纤维表面电荷的螺旋排列引发了纤维的手

性排列，另一种观点认为纳米纤维本身的扭曲结构引起纤维

的手性排列[6,7]。尽管纳米纤维手性向列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

自发反应过程，受纳米纤维微观尺度、表面电荷以及媒介溶

剂电解质浓度等因素共同影响，但纤维的微纳结构无疑是最

关键的因素。根据Onsager理论[8]，短棒状的纳米纤维素易形

成手性向列，但在本课题组前期研究中发现，具有高长径比

的 TEMPO（2，2，6，6-四甲基哌啶-1，1-氧基自由基）氧化纳

米纤维胶体在剪切作用下也能出现较明显的结构色[9]，这一

现象也被相关研究证实[10]。然而，短棒状的纳米纤维形成的

结构色薄膜较脆、易破裂，难以满足使用要求。因此，本课题

组通过试验调控强硫酸水解获得不同长径比纳米纤维，研究

这些纳米纤维的流变特性及偏光特性，探索具有高长径比纳

米纤维的结构色形成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及仪器

漂白桉木纸浆，含水率4%~5%（质量分数）；浓硫酸质量

分数95%~98%，优级纯（株洲星玻有限公司）；去离子水。

TD5A离心机（凯达科学仪器公司，湖南）；M-110EH-30
微射流纳米均质机（Microfluidics，Newton公司，美国）；DHR-3
旋转流变仪（TA公司，美国）；Quanta450扫描电镜（FEI公司，

美国）；Axioskop 40 POL 偏光显微镜（CEISS 公司，德国）；

Philips CM-100透射电镜（Philips/FEI公司，荷兰）；Zetasi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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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仿生趋磁性及其超疏水性能木材仿生趋磁性及其超疏水性能
姚秋芳 1，陈逸鹏 1，钱特蒙 1，李松 1，金春德 1，2，孙庆丰 1，2

1. 浙江农林大学工程学院，杭州 311300
2. 浙江省木材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杭州 311300
摘要摘要 室温条件下，利用含Fe3+和Fe2+盐为前体的化学共沉淀法，成功地在木材表面上附着纳米磁性γ-Fe2O3颗粒，并经过进一

步化学改性后得到超疏水性材料。利用SEM、XRD、VSM及FT-IR等分析技术对样品进行了表征分析。结果显示，磁性粒子的

形状类似颗粒状，并均匀地附在木材表面；γ-Fe2O3纳米粒子通过氢键作用与木材表面的羟基相互键合而成功附着在木材表面，

并且具有良好的晶型，且磁性γ-Fe2O3纳米颗粒显示出良好的超顺磁性，经过改性的磁化材料具备很好的超疏水性。

关键词关键词 趋磁性；超疏水；γ-Fe2O3；共沉淀法

近年来，纳米无机粒子/有机复合材料因具备优良的光

学、电学、磁性、热学和机械性能逐渐成为材料科学研究的热

点之一[1]。纳米粒子之所以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是因为它

具有许多不同于常规材料的独特效应，如量子尺寸效应、表

面效应、小尺寸效应及宏观量子隧道效应等，这些效应使纳

米粒子具有不同于常规材料的光、电、声、热、磁、敏感特性，

是一类用途非常广的材料。TiO2、ZnO、SiO2、CeO2、Fe3O4等是

目前常用的纳米材料，在这些无机纳米粒子之中，γ-Fe2O3纳

米粒子，因具有无毒性、优良的热学性能和化学稳定性以及

超顺磁性，而被广泛应用于环保、生物医药、吸波材料、靶向

给药和磁共振成像等领域。γ-Fe2O3的纳米颗粒目前已经可

以成功通过多种技术制备，如共沉淀法、溶胶-凝胶法、激光

热解、球磨研磨、声化学等方法[2,3]。Oka等[4,5]曾对木材的磁性

性能做了研究，迄今为止用于生产磁性木材的方法主要分为

浸渍法、粉体法和涂布法 3种。这些合成磁性木材的方法主

要是通过物理沉淀或表面活性剂吸附作用使铁磁流体材料

吸附在木材表面或填充于细胞腔内从而使木材具有一定的

磁性。在这些生产方法中物理沉淀需要消耗大量的铁磁性

原材料，而且表面活性剂常因环境问题而被限制应用，因此

如何寻找出一种简单高效的方法制造磁性木材至关重要。

目前，木材表面无机纳米修饰技术尚是一个较新的发展领

域，国际上对其深入研究尚未形成系统。

纳米技术在木材科学发展中占着很重要的地位，是国内

外木材科学界所关注的高新技术之一。将纳米技术应用于

木材表面功能修饰，对木材功能性改良和保护都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也是发展“一料多能”的必然趋势，具有巨大的研

究和发展空间。但也存在如下问题：目前木材表面无机纳米

修饰技术中使用溶胶-凝胶法居多，但溶胶-凝胶法在木材功

能性改良方面存在诸多限制，如制备的纳米材料的形貌比较

单一，多为颗粒状，与木材基体结合性差，制备的凝胶胶粒容

易团聚等问题。Merk等[6]通过以铁盐为前体物的共沉淀的方

法制备了具有各向异性的磁性木材。李坚等[7]通过水热法制

备了 CoFe2O4/木材复合材料，但水热法耗能大，设备要求较

高。本课题组通过常温下共沉淀法制备磁化木，进一步改性

使其既具备磁性又具有很好的超疏水效果，并对磁性/木复合

材料的形态、化学组成、结晶结构和磁化性能进行研究。

1 实验过程
1.1 原材料

所用材料为杨木试样，切片规格为20 mm（切向）×20 mm
（径向）×2 mm（纵向）。木块素材编号为OW。本实验使用

FeCl3∙6H2O，FeCl2∙4H2O和NH3·H2O（25％~28％）为分析纯，

均购于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无需提纯可直接

使用。

1.2 磁性γ-Fe2O3/木材复合材料（MWH）的制备

磁性γ-Fe2O3的纳米颗粒通过共沉淀法结合在木材表面

上。本实验中，木材分别用去离子水和乙醇清洗，而后用超

声波清洗30 min，并在60℃下真空干燥48 h。室温下原木样

品标记为 OW。将 OW样品浸渍在含有 0.5 mol/L的 FeCl3∙
6H2O和FeCl2∙4H2O的混合溶液烧杯中，其中Fe3+与Fe2+的固

定物质的量之比2∶1。将其浸渍3h后转为真空浸渍2 h，而后

再滴加NH3·H2O调节 pH值到 12，并连续搅拌 1 h。之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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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疏水磁性纤维素粒子的制备及性能超疏水磁性纤维素粒子的制备及性能
表征表征
黄六莲，林新兴，周兴满，吴慧，曹石林，陈礼辉

福建农林大学材料学院，福州 350002
摘要摘要 采用纤维素为原料，制备了超疏水磁性纤维素粒子。竹溶解浆用氢氧化钠/尿素/水体系溶解，在水中再生形成纤维素粒

子。再采用原位沉淀法制得磁性纤维素粒子，正十八烷基三甲基硅烷修饰后得到超疏水磁性纤维素粒子。用扫描电镜（SEM）、
傅里叶红外光谱仪（FT-IR）、热失重分析仪（TG）和液滴形状分析仪（CA）对改性纤维素粒子的形貌、化学结构、热稳定性和超疏

水性进行了分析。改性纤维素粒子表现出超疏水性能和磁响应性能，水接触角达到151.2°。改性纤维素粒子可以包裹水滴和甘

油形成液体弹珠。

关键词关键词 纤维素；液体弹珠；磁性；超疏水

纤维素是一种天然亲水性高分子，是自然界中一种产量

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再生资源。具有无毒、无污

染、生物相容性、易降解及高强度等优点，在食品包装、化工、

纺织、医药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1]。近年来随着全球石油、煤

矿产量下降和石油价格上升，以及各国对环境保护的重视，

纤维素功能化改性及应用的研究开发成为关注的重点。然

而，纤维素存在耐水性差、弹性低等缺点，使得纤维素没有被

有效利用。因此对纤维素进行功能化改性，使纤维素具有特

定功能，开拓其应用领域。纤维素的化学式为（C6H10O5)n，由
1-4糖苷键连接的 β-D-葡萄糖组成。纤维素的结构上存在

大量羟基，容易形成分子内和分子间氢键，使得纤维素很难

溶解加工，这限制了纤维素的使用范围。同时，纤维素脱水

葡萄糖单元的羟基可进行一系列改性，如接枝共聚、酯化反

应、醚化反应等，扩展了纤维素的应用[2~7]。

润湿性是固体表面重要的特性之一，可以通过水滴在固

体表面的接触角衡量。当水与固体表面的接触角大于150°，
该固体表面被称为超疏水表面。由于超疏水材料在自清洁、

防腐蚀、液体运输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使得超疏水

材料成为近几年来的研究热点[8]。构筑超疏水表面一般考虑

两个因素：表面的粗糙结构和表面修饰的低表面能物质。因

此可以通过在微纳米结构表面修饰低表面能物质，或在低表

面能的疏水材料构造微纳米结构而获得超疏水表面。纤维

素存在大量的羟基而表现出较强的亲水性能，因此在使用方

面受到限制。通过对纤维素表面的化学改性，可以使纤维素

由亲水性变成疏水性，扩大其应用范围。本研究采用氢氧化

钠/尿素/水体系溶解纤维素，制备再生纤维素细小颗粒，通过

原位共沉淀制备磁性纤维素粒子，并采用低表面能物质——

硅烷试剂对磁性纤维素粒子表面进行修饰，制得超疏水磁性

纤维素粒子。

1 实验过程
1.1 材料与仪器

漂白硫酸盐竹溶解浆，福建邵武中竹纸业有限责任公

司；正十八烷基三甲氧基硅烷（ODTMS），北京伊诺依若凯科

技有限公司；正己烷、氨水、氢氧化钠、尿素，分析纯，国药集

团化学试剂有限公司；氯化铁、氯化亚铁，上海阿拉丁试剂有

限公司。

场发射扫描电镜，FESEM-S4800，日本日立公司；傅里叶

红外光谱仪，Thermo Nicolet 360，美国热电尼高力公司；热失

重分析仪，Netzsch STA 449F3，德国耐驰仪器公司；接触角测

量仪，DSA30，德国克鲁斯公司；真空冷冻干燥机，FD-1A-50，
北京博医康实验仪器有限公司；激光粒度分析仪，BT-
9300H，丹东百特仪器有限公司。

1.2 实验方法

1.2.1 纤维素粒子的制备

配置水∶尿素∶氢氧化钠质量比为 81∶12∶7的溶液，并预

冷至-12.8℃左右。称取 2 g的纤维素溶于 200 mL上述溶液

中搅拌5 min使纤维素充分溶解。然后将纤维素溶液在离心

机内以 8000 r/min下离心 10 min去除气泡和不溶物质，得到

透明的纤维素溶液[9,10]。量取100 mL离心后的纤维素溶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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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叶蒸腾作用的立木生理干燥效果基于叶蒸腾作用的立木生理干燥效果
周志新，王喜明

内蒙古农业大学材料科学与艺术设计学院，呼和浩特 010018
摘要摘要 利用活立木上树叶的蒸腾作用可以将树干中的水分排出。以新疆杨为试材，依据树叶蒸腾作用理论，采取切断试材水分

来源的手段，定期取样，分析树干中不同部位含水率变化规律，探讨了活立木生理干燥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新疆杨进行边材

切割和剥皮处理可以实施活立木的生理干燥，其边材最终含水率约达20%，心材含水率约达29%。

关键词关键词 生理干燥；边材含水率；心材含水率

干燥作业涉及中国国民经济的广泛领域，它是木制品行

业中不可或缺的基本生产环节。木材干燥每年消耗的能量

折合标准煤约为 1155万 t，占木材生产企业总能耗的 40%～

70%。中国现在仍以常规干燥为主，一次能源的利用率不足

30%，而且在能量消耗的同时，会有大量二氧化硫、烟尘、二氧

化碳和少量的氧化氮排出。以上物质是造成酸雨、温室效应

和臭氧层破坏的主要因素[1~3]。活立木生理干燥可以有效减

缓资源、能源和环境污染三大压力。

活立木生理干燥是对已成熟即将进行砍伐利用的树木，

根据其生理特性，提前进行各种方式处理（根部锯开边材、以

一定宽度环状剥皮等）截断树木的水分来源，利用生长茂盛

的树叶继续散发树干中的水分实现活立木的自然干燥[4]。它

具有不会造成森林资源的破坏与浪费，不消耗非可再生资

源，处理方式简单，采伐作业负荷小，工作量少，可降低运输

费用，干燥均匀等特点。因此，活立木生理干燥具有一定的

发展前景。

本文针对各种常用干燥方法存在的缺点，利用树木的水

分生理特性[5,6]干燥木材的方法和思路，研究高效、快速、低耗

释放木材水分的方法和原理，重点研究不同处理方式条件下

的新疆杨心、边材含水率的变化。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试验采用 9年生，平均胸径 14.11 cm，平均树高 14.89 m，

在平坦地势生长，树冠长势良好的新疆杨为试材（表1）。
试验地概况：呼和浩特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的土默

川平原上，处于 110°31′E~112°20′E，39°35′N~41°25′N，总面

积 17224 km2，呼和浩特市属北中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

候，春季干旱多风，夏季温暖，冬季寒冷而漫长。年平均降水

量约 400 mm，降水主要集中 6~8 月，占全年雨量的 60%~
65%。年平均温度北部山区 2~2.5℃，中部平原 5.8~6.3℃，南

部丘陵 6.5~6.7℃。积温有效性高，≥10℃积温 2000~3000℃。

全年无霜期短，为 105~150 d；霜期一般从 9月下旬开始至次

年5月上旬结束。大部分地区年日照时数为2800~3100 h，日
照率为56%。

1.2 试验方法

呼和浩特市处于北温带中偏北的位置，综合气候条件，

试验选在 7月开始进行，干燥处理的方法全部以活立木为对

象，图1为试材的3种处理方法。

表1 试材生长状况

Table 1 Growth conditions of the test materials

试材编号

新疆杨A
新疆杨B
新疆杨C

树高/m
14.87
15.08
14.97

冠幅/m
2.06
2.14
1.96

胸径/cm
14.46
15.10
14.17

图1 试材处理方法

Fig. 1 Material process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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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循环竹纤维可循环竹纤维/TiO/TiO22复合材料的制备复合材料的制备
与光催化性与光催化性
郑欢欢 1，孙春晖 1，钱特蒙 1，金春德 1,2

1. 浙江农林大学工程学院，杭州 311300
2. 浙江省木材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杭州 311300
摘要摘要 将再生竹纤维加入氟钛酸铵与硼酸的混合溶液中，经水热法合成，得到纤维素/TiO2复合材料。以紫外光为光源，研究纤

维素/TiO2复合材料对甲基橙水溶液的催化降解性能。通过FT-IR、XRD、SEM等对纤维处理前后进行化学结构和微观形貌表

征，结果表明：TiO2与纤维素形成的氢键等分子间作用力使TiO2被吸附到纤维素表面上，复合材料出现528 cm-1的O-Ti-O键的

吸收峰。在紫外光照射60 min下，复合材料对甲基橙水溶液的光催化降解率为95.9%,与纯TiO2相当；复合材料可反复降解甲基

橙水溶液5次。本实验合成的复合材料为污水处理提供了一种简单、低成本、环境友好的方法。

关键词关键词 纤维素；TiO2；光催化；甲基橙

纤维素为线性高聚物，是自然界分布最广、含量最多的

一种多糖。纤维素及其衍生物在纺织、轻工、化工、国防、石

油、医药、能源、生物技术和环境保护等部门应用十分广

泛[1]。近年来，燃料和环境危机越来越严重，为应对化石资源

的减少及其价格飙升，可持续发展和大力发展基于环境资源

友好的可降解材料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战略。TiO2因

其光催化活性良好、化学稳定、低成本和无毒性被广泛应用

于气体传感器、太阳能转换等，在水处理和空气净化领域具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2,3]。然而，目前用作光催化剂的TiO2多采

用悬浮相，因其粒径很小，存在易团聚和回收困难等问题，且

其光催化活性和光子效率很低。因此，将TiO2有效负载在纤

维素表面以生产多功能新的TiO2/纤维素复合材料，可以扩展

TiO2的应用范围[4~7]。据报道，锐钛矿TiO2具有更高的光催化

活性，光催化降解反应主要是TiO2与有机污染物之间的电荷

转移[8]。本实验将再生竹纤维加入氟钛酸铵与硼酸混合溶液

中，经水热法合成，制备纤维素/TiO2复合材料。

1 实验部分
1.1 实验原料

再生竹纤维；硼酸（分析纯），太仓美达试剂有限公司；氟

钛酸铵（化学纯），上海三爱思试剂有限公司；去离子水，实验

室自制。所有药剂都未经二次处理，直接使用。

1.2 纤维素/TiO2复合材料的制备

将7.4 g硼酸与8 g氟钛酸铵加到100 mL蒸馏水中，室温

下，搅拌直至完全溶解。之后，用1%的盐酸溶液调节混合液

的pH值大约为3，继续搅拌至充分均匀。取0.5 g再生纤维素

于混合液中，110℃下水热反应5 h。用无水乙醇将合成的复

合材洗涤数次，50℃干燥得到纤维素/ TiO2复合材料。

1.3 样品表征

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观察样品的微观形貌结构，在样品表面喷金以增加其导

电性，扫面电镜样品室内高真空模式，工作电压12.5 kV。之

后用纳米测量统计软件计算表面分布的纳米粒子直径大小。

原材料和制备出的复合材的晶型结构和结晶度采用日

本 岛 津 公 司 的 D/MAX 6000 型 X 射 线 衍 射 仪（X- ray
diffraction，XRD）进行表征，测试采用铜靶，射线波长为0.154
nm，扫描角度（2θ）范围为5°~70°，扫描速度为4°/min，管电压

为40 kV，管电流为30 mA。

利用美国Nicolet Magna 170型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Fourier-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FT-IR）测试处理前

后样品的化学组成，所有的表征样品都研磨成粉状，溴化钾

压片。波长范围400~4000 cm-1，分辨率为4 cm-1。

1.4 复合材料光催化降解性能测定

在室温环境下，通过检测样品对甲基橙溶液的降解效率

59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3912


科技导报2016，34（19）

收稿日期：2015-12-15；修回日期：2015-12-2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1170535）
作者简介：郑峰，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木塑复合材料，电子信箱: ZFSDZD@163.com；杨文斌（通信作者），教授，研究方向为木塑复合材料，电子信箱:

fafuywb@163.com
引用格式：郑峰, 王艳姗, 孙盈盈, 等 . 偶联剂对稀土荧光竹塑复合材料性能的影响[J]. 科技导报, 2016, 34(19): 64-70; doi：10.3981/j.issn.1000-7857.

2016.19.010

偶联剂对稀土荧光竹塑复合材料性能偶联剂对稀土荧光竹塑复合材料性能
的影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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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为研究马来酸酐接枝聚乙烯（MAPE）、异丙基三(硬脂酰基)钛酸酯（YB-510）、γ-（2，3-环氧丙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

（KH-560）3种偶联剂对稀土荧光竹塑复合材料发光性能、力学性能和热稳定性的影响，利用荧光分光光度计、电子万能试验机、

摆锤冲击仪和热重分析仪对复合材料的荧光性能、力学性能和热稳定性进行了表征，并利用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FESEM）对
稀土荧光竹塑复合材料的拉伸断面的微观形貌进行观察。结果表明，3种偶联剂都能改善稀土荧光竹塑复合材料的分散性、流

动性、发光性能、弯曲强度、弯曲模量、拉伸强度和冲击强度；场发射扫描电镜显示，铝酸锶荧光粉在有偶联剂添加的稀土荧光竹

塑复合材料的基体中分散均匀、团聚减少、界面黏合作用改善；相比于钛酸酯（YB-510）和KH-560，MAPE对稀土荧光竹塑复合

材料的发光性能、力学性能和分散性提高更明显；热失重（TG）曲线和一阶微分（DTG）曲线分析表明，KH-560提高稀土荧光竹

塑复合材料的热稳定性，钛酸酯（YB-510）对稀土荧光竹塑复合材料的热稳定性产生不良影响，MAPE对稀土荧光竹塑复合材料

的热稳定性的影响不明显。

关键词关键词 偶联剂；马来酸酐接枝聚乙烯；竹粉；铝酸锶荧光粉；发射光谱；热稳定性

稀土荧光竹塑复合材料是由竹塑复合材料中添加一定

量的稀土离子激活的发光材料制备而成。稀土荧光竹塑复

合材料具有竹塑复合材料的化学性质稳定、机械强度高、易

于加工成型、可回收利用、低碳环保的特点，也具有稀土发光

材料的发光特性。稀土发光竹塑复合材料在建筑、交通、轻

工、照明、装饰材料等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1]。复合材料

中的竹纤维是一种不均匀的天然高分子材料，表面具有大量

的羟基、酯基等极性官能团，具化学极性，稀土荧光粉是一种

无机物，表面含有大量的羟基，同样具有化学极性而聚合物

多为非极性的。聚合物与竹纤维和稀土荧光粉间的界面浸

润性差，界面粘结强度低，使得应力在界面不能有效传递，从

而使稀土荧光竹塑复合材料的性能降低[2]，因此需要添加偶

联剂，以改善界面相容性，提高复合材料的性能。偶联剂是

指能改善复合材料界面特性的一类物质，主要用于高分子复

合材料之中[3]。偶联剂自身结构独特，其分子结构当中同时

带有两个不同极性的基团，一个基团能与极性物质亲近，另

一个基团能与聚合物亲近或发生反应结合，充当极性物质与

非极性物质之间界面结合的桥梁，竹塑复合材料中添加偶联

剂，可以改善竹纤维与树脂之间的相容性和界面结合强度，

提高复合材料的流动性能，使得竹塑复合材料易于加工，性

能增强[4]。国内外对偶联剂在增强植物纤维与树脂基复合材

料界面相容性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如 Laurent等 [5]、Stark
等[6]、陈国昌等[7]、于旻等[8]深入研究偶联剂对复合材料界面层

的形成、性质、微观形貌以及对竹塑复合材料性能的影响。

研究结果对竹塑复合材料增强机理、性能提高、界面的优化

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能够改善竹塑复合材料界面黏合作用的3种常用偶联

剂——马来酸酐接枝聚乙烯（MAPE）、异丙基三（硬脂酰基）

钛酸酯（YB-510）、γ-（2，3-环氧丙氧）丙基三甲氧基硅烷

（KH-560）对稀土荧光竹塑复合材料性能的影响进行研究，

在高密度聚乙烯（HDPE）中添加竹粉、铝酸锶荧光粉（SrAl2O4:
Eu2+,Dy3+）和偶联剂经密炼和注塑，制备得到稀土荧光竹塑复

合材料，分析了这 3种偶联剂对稀土荧光竹塑复合材料荧光

性能、力学性能和热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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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纤维复合胞间层的修复及纸页植物纤维复合胞间层的修复及纸页
强度的提高强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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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研究了低卡伯值未漂硫酸盐阔叶木浆在过氧化物酶体系存在下，与松柏醇葡萄糖苷及果胶发生共聚反应，生成脱氢聚合

物（DHP）及DHP-碳水化合物复合体，并利用 13C-NMR分析了DHP-碳水化合物复合体的结构。结果表明：DHP-碳水化合物

复合体中DHP结构单元之间主要通过β-O-4、α-O-4、β-β、β-5和β-1方式相连接，DHP结构单元还通过苯甲醚键、苯甲酯键

和少量缩醛键与纸浆纤维和果胶相连。纤维胞间层经过修复后，纸张的强度有明显提高。纸张的干强度和湿强度分别提高

37.5%和166.3%。木素前驱物可以与果胶及纸浆纤维中的多糖有效地发生共聚，使得纤维复合胞间层得到修复，因而提高纸张

强度。

关键词关键词 复合胞间层；松柏醇葡萄糖苷；DHP-碳水化合物复合体

纸张是人类利用植物纤维制备的环保型高分子材料，其

物理强度主要由纤维间的氢键结合和纤维间的缠结作用提

供。但是氢键键能比较低，且在使用过程中容易被水分子破

坏，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纸张的应用范围。传统的纸张生产

中，加入脲醛树脂和三聚氰胺甲醛树脂等能与纤维素交联的

化学助剂改善纸张的湿强度，然而使用这些树脂时会产生甲

醛污染[1]。近年来，人们利用木素氧化酶如漆酶和过氧化物

酶改性未漂浆纤维，从而提高纸张的湿强度[2-4]。然而，由于

未漂浆纤维的残余木素的侧链上能与苯环构成共轭苯乙烯

结构很少，自由基很难转移到侧链上，反应效率不高。

在天然木材中，木质纤维是通过复合胞间层（compound
middle lamella，CML）中的木素和木素-碳水化合物复合体

（lignin-carbohydrate complexes，LCC）连接在一起的，尤其是

LCC结构使得木质纤维之间连接非常紧密，使得天然木材原

料具有良好的物理性能 [5,6]。木素是由木素前驱物在木素过

氧化物酶和锰过氧化物酶及漆酶的作用下发生脱氢生成的

自由基不断聚合而成的，在木素大分子生成过程中，木素与

碳水化合物之间能形成苯甲醚键、苯甲酯键、缩醛键等 6种

LCC连接键[5,7]。实验室模拟LCC的生物合成过程方面已有大

量研究成果[8-10]。纸张中的纤维是分散的纤维，纤维之间主要

通过氢键连接在一起，而非像木材原料中纤维一样通过富含

木素和LCC的复合胞间层粘结在一起的。人们在LCC的生

物合成过程方面的研究成果给出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可以在

纸张纤维中添加木素前驱物、聚糖和木素氧化酶，在分散的

纤维之间生成木素和LCC，使得纸张中的纤维的复合胞间层

得到修复，从而提高纸张的湿强度。基于这一思路，本研究

采用 13C标记的木素前驱物——松柏醇葡萄糖苷-[α-13C]在过

氧化物酶、β-葡萄糖苷酶和葡萄糖氧化酶的作用下与未漂硫

酸盐浆和果胶共聚，并采用 13C-NMR进行示踪分析，结合木

素侧链α-13C标记，研究未漂硫酸盐阔叶木浆之间的DHP-碳
水化合物复合体结构，并分析经过酶催化胞间层修复处理后

的纸张物理强度。

1 实验过程
1.1 带 13C标记的木素前驱物的合成

本研究参考文献 [11]合成松柏醇-β-D-葡萄糖苷-
[α-13C]。
1.2 松柏醇葡萄糖苷与未漂硫酸盐浆的聚合反应

将 2 g绝干纸浆（未漂硫酸盐阔叶木浆：实验室自制，卡

伯值为 13.25，打浆度为 40° SR）用 0.1 mol/L、pH 值 5.0 的

NaAc-HAc缓冲液调到浆浓为 1%，加入 0.8 g不带 13C标记的

松柏醇葡萄糖苷、2.5 mg辣根过氧化物酶、64 mg β-葡萄糖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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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子化机浆漂白工艺及其机理竹子化机浆漂白工艺及其机理
覃程荣，姚双全，王双飞

广西大学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南宁 530004
摘要摘要 竹子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木材制浆造纸资源，具有生长周期短、储量大及成本低等优点，但是其成浆存在白度低、白度稳定

性差、易返黄、废液硅含量高难处理等问题。本研究利用H2O2、NaBH4、Na2S2O4和CH3COOOH等漂白剂对粉单竹碱性过氧化氢

化学机械浆（APMP）进行单段或者两段组合补充漂白，以提高竹子APMP浆的可漂性、白度及其稳定性、强度等。研究结果表

明，常规H2O2漂白是竹子化机浆最佳单段补充漂白方法。两段补充漂白实验表明，白度提高最大的是H2O2→Na2S2O4组合，为

73.85%ISO；黏度下降最大的是H2O2→NaBH4组合，漂后浆黏度从960下降到601 mL·g-1。虽然两段补充漂白漂后浆的黏度有

所下降，但其物理强度得到提高。补充漂白的示差红外分析发现：H2O2、H2O2→Na2S2O4、H2O2→NaBH4 3种漂白方法的纸浆中共

轭羰基含量降低了，而H2O2→CH3COOOH漂白浆中的共轭羰基含量反而增加。甲氧基、紫丁香型木素和缩合的愈创木基环在

H2O2→Na2S2O4两段补充漂白过程脱除效果最显著。X射线衍射分析表明，补充漂白过程单段H2O2和H2O2→Na2S2O4两段漂白

对碳水化合物的降解作用最小。

关键词关键词 粉单竹；碱性过氧化氢化学机械浆浆；白度；补充漂白

竹子作为中国重要的非木材制浆造纸原料[1]，主要产于

西南地区，具有生长周期短，储量大及成本低等优点[2]。但是

存在成浆白度低、白度稳定性差[3]、易返黄[4]、废液硅含量高且

难处理[5]等问题。虽然竹子制浆，特别是作为高得率制浆还

很少，实现竹子化机浆的产业化需要解决成浆白度低、易返

黄、强度低等问题。

目前，H2O2[6,7]、CH3COOOH[6,8]、Na2S2O4[9]、NaBH4[10]和O3[11]等

无元素氯化学药品作为对环境友好的漂白剂已广泛应用

于机械浆的漂白。本研究利用 H2O2、NaBH4、Na2S2O4 和

CH3COOOH漂白剂对粉单竹APMP浆进行单段或者两段组合

进行补充漂白[12]，以提高竹子APMP浆的可漂性、白度及其稳

定性、强度等。实验过程中，利用示差红外光谱[13]分析原料、

制浆和漂白过程中木素结构变化，并通过X射线衍射分析[14]

浆料纤维的结晶度的变化。

1 实验材料
1.1 原料

粉单竹和粉单竹APMP浆取自广西柳江造纸厂。H2O2、

NaBH4、Na2S2O4、CH3COOOH购自成都科龙化学品有限公司。

1.2 分析和检测仪器

漂后浆料纤维的结晶度检测采用日本理学 Rigaku 3150
型X射线衍射分析仪，不同漂白方法的漂后浆料木素结构变

化检测采用美国 Thermo Nicolet 公司的 NEXUS470FI- IR

ESP型红外光谱仪。

2 实验方法
2.1 综纤维素制备和木素的红外光谱分析

综纤维素的制备：根据国家标准《GB/T2677.10—1995造

纸原料综纤维素含量的测定》采用亚硫酸钠法制备综纤

维素。

称取 1.5 mg木素试样与 300 mg KBr混合均匀后压片进

行红外光谱测定。以粉单竹原料、竹子APMP浆及漂后浆的

红外光谱扣除粉单竹原料综纤维素的光谱获得各自的示差

红外光谱。

2.2 纤维结晶数的测定

将粉单竹竹粉、APMP浆粉和单段漂白或多段组合漂白

（补充漂白）后浆粉烘干试样过200目筛，室温下压成薄片，然

后作 2θ的强度曲线。仪器内X光管为铜靶，Ni滤波，测量方

法采用 2θ/θ联动扫描，样品扫描范围 6°~60°（2θ）角，每个样

品分3次采样，取平均值。

3 结果与讨论
3.1 不同漂白剂单段漂白效果比较分析

本实验采用过氧化氢漂白（P），高温压力过氧化氢漂白

（PO）、过氧乙酸漂白（Pa）、硼氢化钠漂白（B）、连二亚硫酸钠

漂白（Y）等 5种优化后的漂白工艺进行漂白研究，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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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银纳米银//聚多巴胺聚多巴胺//纤维素纤维抗菌纸纤维素纤维抗菌纸
的两锅法原位制备的两锅法原位制备、、表征及性能表征及性能
李春婷，钱学仁，安显慧

东北林业大学，生物质材料科学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哈尔滨 150040
摘要摘要 通过两锅法成功制得纳米银/聚多巴胺/纤维素纤维（nanoAg/PDA/CF）抗菌纸，此过程无需外加还原剂。扫描电镜（SEM）
观察及能谱（EDX）分析表明，抗菌纸表面载有尺寸为70~150 nm球形或立方形纳米银粒子。X射线衍射（XRD）和热重（TGA）
分析证明，纳米银粒子原位生成并沉积在聚多巴胺功能化的纤维素纤维表面。所制得的nanoAg/PDA/CF新型抗菌纸对金黄色

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和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均表现出显著的抗菌活性。nanoAg/PDA/CF复合纤维的最

佳制备条件为：pH值8.5，多巴胺质量浓度125 mg/L，硝酸银质量浓度375 mg/L，多巴胺自聚合时间2 h，室温。

关键词关键词 纤维素纤维；聚多巴胺；纳米银；抗菌纸；两锅法

纸是人们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然而，纸在生产、储存

及使用过程中会感染细菌、真菌或病毒。纤维素纤维（CFs）
作为制浆造纸的主要原材料，其良好的透气性和吸附性在多

数情况下是优点，但这些特性也为细菌、真菌或病毒提供了

生长条件。因此，抗菌纸的研究与开发已成为近年来功能纸

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其中，通过纤维素纤维改性制造抗菌

纸已成为最可接受的方法之一。

银作为广谱杀菌剂，一直在医学领域使用[1,2]。银对大多

数革兰氏阳性和革兰氏阴性微生物、许多需氧菌和厌氧菌以

及一些抗生素耐药菌株均有抵抗作用[3,4]，而且对人类的毒性

较低[5~7]。纳米银粒子因其大的比表面积而表现出更大的溶

解度、化学反应性和抗菌活性，已成为本世纪最有效的抗菌

药物之一 [8,9]。在纤维素纤维上原位生成纳米银粒子是一个

有效制备抗菌纸的策略。在此过程中，银离子被吸附到纤维

素纤维表面并还原为纳米银粒子。

在纳米银粒子的原位生成过程中，银离子的还原是一个

关键步骤。肼、葡萄糖、硼氢化钠和柠檬酸盐等化学试剂以

及超声波[10]和射线[11]已经用于Ag+的还原反应中。然而，上述

过程或者所需的化学品对环境有害，或者需要昂贵的仪器

设备。

近年来，各种酚的衍生物一直应用于金和银纳米粒子的

制备，在反应中它们既充当还原剂又作为稳定剂 [12,13]。聚多

巴胺（PDA）是一种生物相容性的合成的类贻贝黏附蛋白，通

过多巴胺（DA）在水溶液中大量自聚合形成[14~16]。Lee等[17,18]报

道，具有表面黏附性和多功能生物薄膜——聚多巴胺层能够

在无机和有机材料表面通过多巴胺的自聚合形成。Xu等[19,20]

首先将DA浸涂在棉和聚酯纤维表面，然后在DA改性的棉和

聚酯纤维上原位生成银纳米粒子，制得抗菌织物。

然而，迄今为止，尚无PDA-nanoAg复合沉积于纤维素纤

维上制备抗菌纸的报道。PDA因其金属离子螯合能力和氧

化还原能力[21]，可以将Ag+还原为纳米银粒子。更重要的是，

PDA可以黏附在几乎所有材料表面上[18]。因此，PDA可以作

为一个非常理想的材料黏附在纤维素纤维表面并原位生成

纳米银粒子。本研究通过两锅法工艺原位制备纳米银/聚多

巴胺/纤维素纤维（nanoAg/PDA/CF）抗菌纸，并评价其抗菌

性能。

1 实验
1.1 材料

硝酸银，分析纯，天津市天感化工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生

产；盐酸多巴胺，分析纯，阿拉丁试剂（上海）有限公司生产；

氢氧化钠、氯化钠，分析纯，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生产；实验所用纤维素纤维为加拿大进口漂白硫酸盐针叶木

浆板，由黑龙江省牡丹江恒丰纸业有限公司提供，用ZQS2-23
型打浆机打浆至打浆度为42°SR；牛肉膏、蛋白胨、琼脂粉，生

物试剂，北京奥博星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大肠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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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浆纤维再回收利用及纸张强度改善竹浆纤维再回收利用及纸张强度改善
金海兰 1，赵骏衡 2，岡山隆之 3，陈礼辉 4

1 .东北林业大学，生物质材料科学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哈尔滨 150040
2. 韩国江原大学校山林环境科学大学造纸工学科，春川 200701
3. 日本东京农工大学大学院农学研究院，东京 1838509
4. 福建农林大学材料工程学院，福州350002
摘要摘要 研究了竹浆纤维的循环再利用及超声波处理对竹浆纤维和纸张特性的影响；评价了竹浆纸张的密度、抗张强度等特性，探

讨了单纤维强度和纸张纤维间结合力的关系。结果表明，竹浆纸张的密度和抗张强度随着循环再利用次数的增加而降低，超声

波处理纸浆纤维提高了纸张的抗张强度。Page理论表明，纸张抗张强度的提高主要是由于超声波处理增强了纸张内部的纤维

间结合力。光学显微镜结果显示，超声波处理通过切断纤维、润胀纤维、细纤维化纤维的作用，有效改善了纸张的强度。研究表

明，纸张的循环再利用会降低竹浆的保水值，而利用超声波处理可以有效提高纸浆的保水性能，改善纸张的抗张强度。

关键词关键词 竹浆纤维；再回收利用；超声波处理；纤维间结合力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造纸第一生产、消费大国，而面临的造

纸原料紧缺也是严峻的事实，造纸原料短缺已成为制约中国

造纸工业发展的主要问题。加速发展木材和废纸原料，有效

利用丰富的非木材纤维造纸原料，对发展中国造纸工业，缓解

造纸原料短缺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具有丰富的非

木材纤维资源，如竹子、芦苇、麦稻草、蔗渣等。今后较长的一

段时间里，非木材纤维仍是中国不可或缺的纤维资源。

针叶浆纤维长3~5 mm，阔叶浆纤维约1 mm，竹浆纤维约

2 mm，介于针叶浆和阔叶木浆之间，且优于阔叶木和草类原

料纤维，化学成分与木浆纤维相近，可用于抄造文化用纸、描

图纸、仿羊皮纸、牛皮纸、纸袋纸等[1-4]。纸浆纤维重复进行润

湿、干燥的再回收利用会降低纤维的润胀性能，带来纤维内

部不可逆的老化[5-6]，导致纸张强度的降低。因此，对再回收

利用纸浆可进行叩解、添加增强剂、配超长纤维达到改善纸

张的强度的目的。

为研究竹浆纤维的再回收利用特性，本课题组采用超声波

细胞粉碎机对纸浆纤维进行处理，分析对纤维形态及对纸张强

度特性的影响，探讨改善再回收利用纤维纸张强度的方法。

1 实验
1.1 原料与设备

漂白硫酸盐竹浆（BBKP），漂白硫酸盐针叶木浆（NB⁃
KP）；超声波细胞粉碎仪（宁波新芝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JY92-IIDN）用于纸浆的超声波处理。

1.2 再回收利用纸张的制备

对纸浆进行打浆，NBKP的打浆度为39°SR，BBKP的打浆

度为37°SR，之后进行抄片→干燥1→碎解→润湿解纤→抄片

→干燥2的纤维再回收利用的处理过程。回用处理的干燥1
温度为 80℃，干燥时间 24 h，实验用纸张的干燥 2 温度为

105℃，干燥时间 30 min。实验用纸张的定量为（60±3）g/m2，

回用处理次数0、1、3（简称R0、R1、R3）。

1.3 纸浆纤维的超声波处理

调节浆料浓度为 1%，每次处理量为 150 mL。超声波细

胞粉碎仪的处理功率为 900 W，超声处理间隔 1 s，进行了 30
min超声波处理。处理后的浆料稀释之后，进行抄纸。实验

用纸张样品见表1。
表1 实验用纸张样品

Table 1 Pulp samples for experiment

纸浆类型

NBKP
BBKP
UNBKP
UBBKP
TNBKP
TBBKP

Pulp samples
Softwood bleached kraft pulp
Bamboo bleached kraft pulp
Untreated Softwood bleached kraft pulp
Untreated Bamboo bleached kraft pulp
Treated Softwood bleached kraft pulp
Treated Bamboo bleached kraft pu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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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夏星,刘泽华,王立军,等 . 固着剂助留剂协同控制纸浆溶解与胶体物质的机理探讨[J]. 科技导报, 2016, 34(19): 91-95; doi：10.3981/j.issn.1000-

7857.2016.19.015

固着剂助留剂协同控制纸浆溶解与固着剂助留剂协同控制纸浆溶解与
胶体物质的机理胶体物质的机理
夏星 1，刘泽华 1，王立军 1,2,3，陈辉 1，王建华 3

1. 天津科技大学，天津市制浆造纸重点实验室，天津 300457
2. 浙江科技学院，浙江省废弃生物质循环利用与生态处理技术重点实验室，杭州 310023
3. 浙江永泰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钱江特聘专家工作站，杭州 311421
摘要摘要 将聚胺固着剂（PA）、阳离子聚丙烯酰胺助留剂（CPAM）单独以及协同处理旧新闻纸浆，采用聚焦光束反射测定仪

（FBRM）考察浆料中残余胶体粒子的数量、尺寸和尺寸分布，探讨固着剂/助留剂协同控制纸浆中溶解与胶体物质（DCS）的效果

和机理。结果表明，PA单独处理纸浆时，会产生部分不能固着于纸张纤维或不被纤维网络截留的粒子聚集体；CPAM单独处理

纸浆时，其电荷容易被DCS中和，导致其减少纸浆胶体粒子数量的效果明显下降，但不产生粒子聚集体；PA/CPAM协同处理纸

浆时，后续的CPAM处理能将PA预处理纸浆时产生的部分粒子聚集体进一步固着到纸张纤维上，达到更好地降低胶体粒子数

量的效果，且不产生更大的粒子聚集体。

关键词关键词 固着剂；助留剂；协同控制；纸浆；溶解与胶体物质

由于森林资源缺乏，国内造纸行业使用高得率浆和废纸

浆的比例逐年提高。但高得率浆中木素和抽出物含量高，废

纸浆中合成胶粘物成分复杂，这些都会严重影响纸机的正常

运行和纸产品的质量。另一方面，为了节约吨纸耗水量，纸

机用水循环程度不断提高，会进一步加剧造纸过程的树脂与

胶粘物沉积问题，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

树脂与胶粘物在沉积之前常以溶解或胶体的稳定状态

存在。控制溶解与胶体物质（DCS，dissolved and colloidal sub⁃
stances）含量及其沉积的方法主要有物理法、微生物处理法、

化学法等。其中，化学固着法最为普遍，其基本原理是采用

阳离子电荷密度高、分子量低的聚合电解质对纸浆进行处

理，目的是将负电性的DCS固定到纸张纤维上而带出抄造系

统。但是，仅仅依靠固着剂对DCS的固着作用往往不能很好

地将DCS固定在纸张纤维上。有研究指出，可采用一种与固

着剂相匹配的助留剂来有效控制DCS[1~3]；之后有实验研究对

此观点给予支撑，例如聚二甲基二烯丙基氯化铵（PDAD⁃
MAC）固着剂与阳离子聚丙烯酰胺（CPAM）助留剂[4]，聚乙烯

胺（PVAm）/高阳离子度淀粉（HCS）/CPAM三元体系[5]，阳离子

环糊精（C-CDP）固着剂与阳离子聚丙烯酰胺（CPAM）-膨润

土（MMT）微粒助留体系[6]控制废纸浆DCS，均被认为具有协

同效果。但是，由于这些研究采用的手段主要都局限于纸浆

滤液的浊度、阳离子需求量、化学耗氧量等间接性指标的测

量，在阐述固着剂与助留剂协同控制DCS问题时均显得不够

深入。本研究通过实验，测试废纸浆滤液中胶体粒子的数

量、尺寸和尺寸分布的特点[7~10]，研究固着剂/助留剂协同作用

控制DCS的效果和机理。

1 实验方法
1.1 原料与配制

聚胺：实验室自制，特性黏度为3.5830 mL/g，阳离子电荷

密度为7.50 mmol/g，固体，使用前配制成4 g/L的溶液。

CPAM：纳尔科（中国）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提供（产品

编号为 620101），固含量 41.4%，阳离子电荷密度为 0.76
mmol/g固体，使用前配制成1 g/L的溶液。

旧新闻纸浆：取自山东某新闻纸浆生产线的机前箱，储

存于冰箱备用，使用前将纸浆浓度稀释成4%。

1.2 浆料特性考察

浆料的阳离子需求量采用反滴定法测定 [11,12]。其过程

为：取 30 g湿浆（4%）放入烧杯中，加入适量的PDADMAC标

准阳离子溶液使浆料体系电荷反转，用玻璃棒搅拌 1 min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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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塑复合粉末激光烧结件在熔模铸造竹塑复合粉末激光烧结件在熔模铸造
中的应用中的应用
李健，郭艳玲，赵德金

东北林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哈尔滨 150040
摘要摘要 选用竹粉作为植物纤维粉末，研究竹粉与热塑性树脂热粘结理论。选择合适的热熔胶粉末，分析了竹粉颗粒与热塑性树

脂热作用结合机理；竹粉与热塑性树脂粉末混合后，研究了竹粉/热塑性树脂复合粉末的激光烧结特性、SLS成型件的平均力学

性能。利用竹粉和热塑性树脂粉末混合物制造复杂零件的熔模铸造件，研究了熔模铸造工艺和SLS成形件、渗蜡件和铸件的尺

寸精度传递特性。

关键词关键词 竹粉/聚酯热熔胶；激光烧结；熔模铸造

选择性激光烧结技术（Selected Laser Sintering，SLS）是增

材制造技术的一种重要的粉末分层制造方法，采用无压力通

过粉末自支撑完成零件的成型加工。加工过程中，用料节

省，可加工复杂结构零件。目前，利用SLS制造加工的粉末材

料主要有高分子及其复合粉末、金属粉、陶瓷粉、金属高分子

覆膜粉等多种粉末。SLS成型件应用比较广泛，可应用于熔

模铸造的模型、生产塑料功能件、金属功能件、牙科用模型、

航天和汽车用零件等加工制造领域。

在过去的10年，由于工程上使用的原材料及塑料价格的

上涨，塑料与天然生物质纤维复合材料研究受到了广泛的重

视[1~4]，研究人员从天然植物中提取出了各种纤维用于增强塑

料，形成不同的复合材料 [5,6]。随着林业资源的匮乏，天然植

物纤维，农作物茎秆，稻壳同木竹制品的废弃物都已经成为

树脂和塑料等复合材料研究对象。竹纤维作为一种生物质，

机械性能好，纤维易提取，使其在复合材料的研究和应用上

具备很好的前景[7~9]。将适当目数的竹粉与热塑性树脂混合，

得到竹粉/热塑性复合粉末，研究其激光烧结特性和应用，将

为竹粉的应用开拓新领域，具有实用价值。

本课题组在天然植物纤维粉末和塑料粉末混合物选择

性激光烧结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先后研究了杨木粉，桉木粉、

稻壳粉与热塑性树脂粉末混合后，激光烧结成型件的力学特

性和成型机理[10~12]。由于天然植物纤维粉末和塑料粉末的混

合物作为激光烧结材料是一个新的领域，目前，木塑复合激

光烧结粉末的SLS成型件存在力学强度低以及植物粉末与热

塑性树脂粘结效果差等问题[13]。本研究选用竹粉作为植物纤

维粉末，探析竹粉与热塑性树脂热黏结理论。

1 竹塑选择性激光烧结理论
选择性激光烧结的加工如图 1所示。SLS利用CO2激光

器加热熔化粉末材料制造实体零件。首先将材料粉末床预

先加热到略低于熔点的一定温度，然后铺粉辊子在加工区域

铺非常薄的一层粉，激光束根据CAD模型的横截面数据信息

在加工区域有选择的烧结将粉末融合在一起，完成一层的加

图1 SLS烧结原理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SLS in selective
laser sintering

96

http://www.kjdb.org/CN/article/downloadArticleFile.do?attachType=PDF&id=13919


科技导报2016，34（19）

收稿日期：2015-12-14；修回日期：2016-03-05
基金项目：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LZ15C160002）；浙江农林大学人才启动项目（2014FR077）
作者简介：王发鹏，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木竹材仿生与智能化，电子信箱: wfp880808 @163.com
引用格式：王发鹏, 李松 . 基于软印刷技术的竹材表面仿制荷叶超疏水结构[J]. 科技导报, 2016, 34(19): 101-104; doi：10.3981/j.issn.1000-7857.2016.19.017

基于软印刷技术的竹材表面仿制荷叶基于软印刷技术的竹材表面仿制荷叶
超疏水结构超疏水结构
王发鹏 1，李松 1,2

1. 浙江农林大学工程学院，杭州 311300
2. 浙江省木材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杭州 311300
摘要摘要 利用软印刷技术，研究了在竹材表面仿制荷叶表面的超疏水性微纳结构。以新鲜荷叶为模板，以聚二甲基硅氧烷（PD⁃
MS）为印章，经过两次复形处理使竹材表面获得类似荷叶表面的超疏水结构。扫描电子显微镜（SEM）观测及接触角测试结果表

明，制备的仿生荷叶竹材样品具有与荷叶类似的微纳乳突结构粗糙表面，其与水滴的接触角达到150.5°（平均值），非常接近荷叶

表面的接触角（154.5°），表现出超疏水特性。仿生荷叶微纳结构竹材样品的成功制备，证实了纳米技术赋予竹材等亲水材料以

超疏水性能的可行性。

关键词关键词 竹材表面；超疏水性能；仿制荷叶结构；软印刷技术

随着木材供需矛盾的日益加剧，寻找一种可替代木材产

品的资源现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的重点 [1]。竹子主要由纤维

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构成，具有生长周期短、强度高、韧性

大、可再生等特点，是仅次于木材的第二森林资源[2]。竹材作

为一种具有优良性能的木材理想替代资源，近年来对其研究

也逐渐深入。然而，作为木质纤维素材料，竹材具有大量亲水

基团和丰富的孔隙结构，对水分几乎没有抵抗能力[3]。竹材

在保存或使用时与水接触，极易出现发霉、腐烂、变形和开裂

等现象，这无疑会大大缩短竹材的使用寿命及应用前景[4]。因

此，探寻一种能有效阻止水分侵害竹材的方法势在必行。

疏水性竹材是指对竹材表面进行处理，使竹材表面与水

的接触角大于150°，具有疏水性能。自然界的生物体经历了

数十亿年的进化，其结构和功能达到几乎完美的程度，实现了

宏观性能与微观结构的有机统一[5~7]。生物体表面的特殊微纳

结构可以使生物体获得独特的浸润性。自然界中，荷叶作为

最典型的超疏水材料，具有超疏水-自清洁的特性，即水滴在

其表面有较大的接触角（大于150°）及低黏附性，使水珠不能

在荷叶表面稳定停留，微小的倾角即可使水珠滚动离开叶面，

这主要是由于荷叶表面具有乳突状微纳结构，其固-液-气三

相线是不稳定的，水滴很难进入到荷叶表面的微结构中，因此

表现出超疏水低黏附特性[8, 9]。具有这种生物体表面特殊疏水

特性的现象被称为“荷叶效应”[10]。受生物启发，在材料表面仿

生制备类荷叶超疏水表面已成为研究热点，此方法可使材料

具有超疏水-自清洁的特性[11]。目前，制备仿荷叶粗糙表面的

方法有：相分离或自组装法[12]、化学沉积或电沉积法[13]、溶胶-
凝胶法[14]、电纺丝法[15]和碳纳米管法[16, 17]。软印刷技术是一种

仿生领域广泛应用的方法[18, 19]，是以弹性体模具或印章（硅基

聚合物）为核心，用模具/印章转移图形结构至特定基片的表

面。这种方法非常适合用来复制具有纳米结构的植物叶片表

面[20]。本实验采用软印刷技术，在竹材表面仿制荷叶结构，使

竹材表面具有类似荷叶的超疏水性能。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竹材为毛竹（Phyllostachys pubescens），购自浙江杭州市

安吉县，去除竹青、竹黄，精刨成尺寸规格（长×宽×高）为 10
mm×10 mm×3 mm的竹材试件。将竹材试件在去离子水中超

声清洗 30 min后放置 50℃的恒温恒湿箱中 48 h。聚二甲基

硅氧烷（PDMS）及固化剂（184 SEB，silicone elastomer base）按
比例 10:1配置，作为弹性印章材料（PDMS及 184 SEB，美国

Dow Corning公司）。无水乙醇、聚乙烯醇（PVA）均为分析纯

试剂（上海博伊尔化工有限公司），可直接使用。实验用水均

为去离子水。

1.2 仿生荷叶竹材样品的制备与表征

在竹材试件表面仿生荷叶微纳表面结构的制备方法如

图1所示，样品制备分两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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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疏水性织物的制备及其在油品回收超疏水性织物的制备及其在油品回收
领域的潜能领域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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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超疏水性材料因其广阔的应用前景而备受瞩目。本研究采用一种简单可行、成本低廉的方式，同时赋予织物超疏水性能、

热稳定性能及抗紫外线性能。结果表明，处理后的织物表面与水的接触角可达（151.5±2）o，紫外光透过率低于2%。经热重分析

仪分析发现，该织物的热稳定性能亦得到明显提升。值得注意的是，该织物在油品回收领域展现了十分突出的潜能，可以有效地

从水油污物中回收油品。

关键词关键词 超疏水性织物；抗紫外线；热稳定性；纳米复合涂层；油品回收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4年全国纺织行业1712家规上

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增长 12.9%，在纺织行业中处于领先位

置。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为2384亿元和134.4
亿元，分别增长 16.5%和 16.4%，增速与上年相比基本持平；

行业销售利润率 5.64%，比 2013年上升 0.1%。行业亏损面

9.6%，比上年下降0.3%，由于纺织带和帘子布行业亏损严重，

亏损额同比增长了 467.2%，导致全行业亏损额大幅增加了

117.1%。另外，由于中国目前的纺织工业还只是世界纺织业

中前期的“加工厂”，生产的较低端的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享

有盛誉，但目前具有高技术、高品质、高附加值的纺织产品已

被欧美国家垄断。因此，中国纺织工业“十一五”发展纲要中

提出，以科技创新为主的产业用纺织品将作为纺织工业的重

点发展，这为该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原动力。

超疏水性材料因其广阔的应用前景而倍受瞩目，如今已

成为学术领域的研究热点。近几年如何制备超疏水性材料

的报道虽然层出不穷[1~13]，但是将该材料应用于油品回收领域

的成果鲜有报道。至今，报道过的碳酸钙颗粒[14]、碳纳米管棉

球[15]、金属网[16~18]、多孔陶瓷 [19]、纳米多孔高分子材料 [20,21]等超

疏水性材料虽进行了油水分离实验的尝试，但普遍存在难以

降解、重复性低、机械稳定性差、成本高、弹性差及毒性强等

问题。而进一步赋予超疏水性材料热稳定性能与抗紫外线

性能，并使这些性能完美结合的多功能性材料，其报道更是

凤毛麟角。因此，本研究开发一种可以应用于油品回收领域

的多功能型织物，使其不仅具备良好的超疏水性能与热稳定

性能，而且具有突出的抗紫外线功能。并使用扫描电镜

（SEM）、X光电子能谱分析仪（XPS）、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FT-IR）和热重分析仪（TGA）常规等检测方法，对制得的各

阶段样品的微观形貌、元素组成、化学结构和热稳定性进行

分析表征。

1 材料与方法
1.1 原料

聚苯乙烯（PS，分子量 100000）、正硅酸乙酯（98.0%）、氨

水（28.0%）、乙醇（99.7%）、十八烷基三氯硅烷（OTS 98.0%）、

四氢呋喃（THF 97.0%）、去离子水、棉织品（哈尔滨本地购

买）。

1.2 超疏水性织物的制备

先将体积比为 1∶1∶10的正硅酸乙酯、氨水与无水乙醇，

利用磁力搅拌器充分混合，静置老化12 h；随后向制得的SiO2

溶胶中滴加 0.3 mL OTS，在磁力搅拌作用下继续反应 12 h；
最后经过离心、洗涤、真空干燥得到疏水性SiO2纳米球。再将

PS与THF充分混合，室温下加入疏水性 SiO2。待分散均匀，

吸取一定该混合液均匀涂布于织物表面，干燥后得到超疏水

性织物，整体合成路线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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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仿生制备生物结构陶瓷研究进展木材仿生制备生物结构陶瓷研究进展
周明，王成毓

东北林业大学，生物质材料科学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哈尔滨 150040
摘要摘要 以自然界的生物为模板，利用仿生学原理，通过有机—无机转化，获得具有生物结构的陶瓷材料已成为设计、合成材料新

的方向。这种生物结构陶瓷材料在光、电、磁、力学方面表现出优异的性能，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应用领域。本文介绍

以木材为模板制备生物结构陶瓷的研究现状、制备方法和性能特点。

关键词关键词 木材；仿生；生物模板；陶瓷；分级多孔

自然界的生物，从飞禽走兽到花草树木，都经历了数亿

年的自然选择和演变进化。它们自身的结构和功能已经接

近完美，从而可以适应大自然环境。在不断地认识自然，了

解自然界生物的过程中，人们发现许多生物独特的结构表现

出令人惊叹的特性：如穿山甲鳞片呈现出特有的抗磨损、抗

黏附等特征 [1,2]，贝壳独特的层状结构表现出极强的断裂韧

性[3]，许多植物叶片（如荷叶）表面上的粗糙结构（突起、褶皱、

绒毛）协同疏水的表皮蜡质使得其具有优异的自清洁效应[4,5]，

蝴蝶翅膀上独特的光子结构表现出与之对应的结构色[6,7]。

自然界生物独特的微观结构和优异宏观性能在漫长的

演变过程中得到有机的统一。师法自然，以生物为模板，从

分子水平上入手，研究生物材料的结构特点及构效关系，进

而模仿研发出类似甚至超越原生物体功能的新材料，以实现

新型仿生智能材料的研究与制备，这种仿生学研究成为人类

发展进程中一个永恒的课题[8]。

1 木材分级多孔结构
木材是一种天然的有机复合材料，具有结构层次分明、

构造复杂有序、分级结构鲜明、多孔结构精细等特性[9]。在众

多生物模板中，木材以其自身的优点，如结构精细优异、来源

广泛和可再生等成为被研究较多的一种模板材料。

木材具有层次分明、构造有序的多尺度分级结构，包括

米级的树干，分米、厘米级的木纤维，毫米级的年轮，微米级

的植物细胞及纳米级的分子纤维[9]。与此同时，木材细胞的

细胞壁也呈现分级结构，包括初生壁、次生壁（又分为次生壁

外层S1、次生壁中S2、次生壁内层S3）[10,11]。木材细胞壁的组织

结构是以纤维素作为骨架的，纤维素分子链平行排列聚集成

微团（即基原纤丝），这些微团再次聚集组成微纤丝，由微纤

丝聚集组成微纤丝束，微纤丝束再经过聚集形成粗纤丝，粗

纤丝相互结合形成细胞壁的薄层。木材的分级结构如

图1[12,13]所示。

木材除了具有多尺度分级结构，还具有精细的分级多孔

结构。不同的木材其管孔结构不尽相同，阔叶材的管孔形状

呈现多样性且大孔小孔相间分布，而针叶材管孔结构相对均

一且分布较为规则。木材各异的管孔形状、尺寸及分布特

图1 木材的分级结构

Fig. 1 Hierarchical microstructure of wood

（c）细胞壁薄层中纤维束的结构

（a）木材三切面的微观结构

（b）细胞壁的分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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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生棉花仿生棉花““轻柔飘逸轻柔飘逸””特性自组装制备特性自组装制备
纳米纤丝化纤维素气凝胶纳米纤丝化纤维素气凝胶
范必涛，胡啸剑，王汉伟，孙庆丰，金春德

浙江农林大学工程学院；浙江省木材科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杭州 311300

摘要摘要 根据仿生棉花“轻柔飘逸”的特性，制备了具有超轻、超疏水、弹性和可折叠性能的一种新型纳米纤丝化纤维素（NFC）气凝

胶。将废弃的枯落竹叶通过一系列化学处理，获得纯化的枯落竹叶纤维素。纤维素通过超声处理，可以将纤维素束分散成纳米

纤维素纤维，经过冷冻干燥，制备NFC气凝胶。再通过MTMS处理，制备出具有这些性能的NFC气凝胶。采用接触角测量仪测

得接触角为152°。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SEM）和能量弥散X 射线分析（EDS）对纯化的纤维素和制备的气凝胶的表面形貌和能

谱进行分析，通过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FT-IR）对枯落竹叶、纯化后的纤维素和获得的气凝胶进行官能团分析。该研究所用试

剂均为绿色环保，为绿色气凝胶的制备提供了科学思路。

关键词关键词 纳米纤丝化纤维素气凝胶；自组装；超轻；超疏水；可折叠

气凝胶是在保持凝胶三维网络结构不变的条件下，将其

中的液体溶剂除去而形成的一种高度多孔材料[1]。气凝胶内

大量纳米尺寸[2]的开孔结构赋予了材料超高孔隙率[3]、高比表

面积[4]、超低密度[5]、低导热性[6]等特性，可以用于隔热材料[7]、

隔音材料[8]、光学器件[9]、超级电容器[10]等。此外，气凝胶在航

空航天[11]、吸附剂[12]、催化剂[13]和生命科学[14]等领域也有应用。

纤维素由于兼具可再生天然高分子及高孔隙率纳米多

孔材料的诸多优点，而且相对于强度差、易碎的无机气凝胶[15]，

纤维素基气凝胶具有韧性好、易加工等特性[16]，被誉为继无机

气凝胶和合成聚合物气凝胶之后的新一代气凝胶。纤维素

的来源非常广泛，包括植物纤维素、动物纤维素、海藻纤维

素[17]、细菌纤维素[18]，这项研究中的纤维素主要来源于废弃植

物。植物细胞的结构非常复杂，含有大量纤维素。纤维素作

为骨架结构，半纤维素作为黏结物质，木质素作为填充物质

共同形成植物细胞壁[19]。由于植物细胞壁的复杂结构，使得

纤维素的提取非常困难。本研究中，通过一系列化学处理，

提取出纯净的纤维素。

纳米纤丝化纤维素（NFC）由于具有纤维素独特的化学分

子结构及纳米尺寸效应，具备许多特殊的物理力学性能。

NFC属于纳米纤维的一种，是在保留天然纤维素原有聚合度

的基础上，对纤维反复进行高强度均质化处理后得到的具有

纳米尺度的纤维素产品（直径一般为 10~40 nm，长径比为

100~150），是一种新型的高度润胀的胶体状纤维素产品 [20]。

NFC具有卓越的光学性能、机械性能和结构性能，在组织工

程[21]、纳米复合材料[22]、纳米器件[23]中有非常广泛的用途。纤

维素表面有很多羟基基团，相互缔合使得纤维素链之间形成

很多氢键，使得纤维素纳米纤丝化变得很困难。传统生产

NFC的方法有物理法[24]、生物法[25]、TEMPO氧化法[26]、超声法[27]

及两种或两种以上相结合的方法。这项研究中，采用超声破

碎的方法，生产出高长径比NFC。
竹叶是自然界中一种非常丰富的可再生生物质资源，几

乎每年都会产生很多的枯落竹叶，但是这些废弃的枯落竹叶

没有被好好利用，大多以焚烧、腐烂方式处理，造成严重的资

源浪费。中国是竹类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竹林种类、种植面

积和蓄积量都居世界首位，而且竹叶生长迅速、资源丰富，可

再生，可持续发展等诸多性能与资源优势，是一种价格低廉、

来源广泛的生物质资源。本研究以废弃的枯落竹叶为材料，

制备具有超轻、弹性、多功能的NFC气凝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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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仿生超疏水功能化制备方法木材仿生超疏水功能化制备方法
刘峰，王成毓

东北林业大学，生物质材料科学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哈尔滨 150040
摘要摘要 超疏水表面是一类与水的接触角大于150°且接触角滞后小于10°的固体表面，其在基础研究和工业应用方面具有重大的

研究和实用价值。通常情况下，超疏水表面可通过在疏水材料表面构建一定尺寸的粗糙结构或利用低表面能的物质对粗糙表面

进行修饰而获得。本文综述木材超疏水表面的制备方法，主要概括了溶胶-凝胶法、水热合成法、湿化学方法、表面涂覆和溶液浸

泡法等的应用情况，讨论了超疏水木质基表面研发中存在的问题，探讨了该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关键词 木材；超疏水；仿生

在过去的20年中，超疏水表面由于其优异的防水性能和

自清洁性，无论是在科学界还是在工业界都引起了人们极大

的兴趣。从基础科学的角度，固体表面的润湿性由 2个因素

决定：一是固体表面的能量，二是固体表面的微观形貌。化

学成分决定了固体表面的能量，从而影响到固体表面的润湿

性[1]。然而，单纯地降低固体表面的能量不足以得到超疏水

的表面。例如，研究报道以—CF3为终端的表面具有最低表

面能，但这一具有最低表面能的表面对水的最大接触角仅有

120°[2]。在超疏水表面，表面的微观形貌对于固体表面的润

湿性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增强表面的粗糙度不仅可以

提高其疏水性 [3,4]，而且当水滴滴在其表面时，空气还可以被

截留到粗糙结构与水滴的空隙中。由于空气又是绝对疏水

的，与水的接触角为 180°，被截留的空气也一定程度上提高

了表面的疏水效果[5]。所以，分级的微/纳结构对于超疏水表

面也是至关重要的。

根据水在固体表面的接触角度，固体表面润湿性一般分

为 4种状态。常见的 2种状态是亲水和疏水，对应的接触角

范围分别是10°<θ<90°和90°<θ<150°。疏水涂层被广泛地应

用于工程领域，而亲水涂层则被广泛应用于涂料和油漆行

业。其余两种润湿状态是超亲水和超疏水，由于在亲水领域

和疏水领域的广泛应用，正在引起人们更加浓厚的研究兴

趣。超亲水，其水的接触角 θ<10°，且水在 1 s内便可完全润

湿固体表面；超疏水，其水的接触角 θ>150°，且水基本不会润

湿固体表面。另外，除了 θ＞150°，超疏水表面还表现出很低

的接触角滞后（<10°），较低的接触角滞后导致了水滴滴在超

疏水表面时的滚动和弹跳，从而可以带走固体表面的污染物

以达到自清洁的效果，这些都归因于超疏水表面较低的表面

能和粗糙结构[6]。

研究发现，超疏水材料表面具有自清洁性 [7,8]、抗污染 [9]、

抗结冰结霜[10,11]、流体减阻[12,13]、防水防腐蚀[14]等优异的特性，

因此，在过去的 20年引起了科学家的不断研究和探讨，现已

成为仿生学中重点研究的对象之一。

1 超疏水表面的理论基础
1.1 接触角和Young's方程

当液体液滴滴在固体表面时，液体与固体表面形成一个

角度，即接触角 θ，接触角的定义是在固-液-气 3相的交点

处，做气-液相的切线，此切线与固液相之间的夹角便是接触

角。利用接触角可以很直观地衡量液体对固体的润湿程度。

液体在固体表面的接触角，一般是固、液、气 3相界面之

间表面张力平衡的结果，这种平衡使得整个体系的总能量趋

于最小，从而使液滴在固体表面处于稳定态。一般来说，在

光滑的理想固体表面的液滴接触角可以用 Young's方程 [15]

表示

cosθ = σsv -σsl
σ lv

（1）
式中，σsv、σsl和σlv分别为固气、固液、液气界面的表面张力；θ

为平衡接触角，或称材料的本征接触角。

Young's方程是研究固体与液体浸润性的基础。接触角

是判断固体润湿性能好坏的判据：θ=0代表完全润湿，液体在

固体表面可以完全铺展开；0<θ<90°代表液体可以润湿固体，

且数值越小，润湿性越好；90°<θ<180°代表液体不润湿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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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基银钛复合薄膜的制备及其可见光木材基银钛复合薄膜的制备及其可见光
降解甲醛降解甲醛
高丽坤 1,2，李坚 1,2

1. 东北林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哈尔滨 150040
2. 东北林业大学木材仿生智能科学研究中心，哈尔滨 150040
摘要摘要 以水热合成法和银镜反应，以木材为基质，制备了微纳米结构的二氧化钛和纳米银复合薄膜。采用场发射电子扫描电镜

（SEM）、X射线衍射仪（XRD）、透射电镜（TEM）、光电子能谱仪（XPS）和紫外光分光光度计（UV-vis），对制备的银钛复合薄膜负

载的木材基材料微观形貌、晶型结构、化学状态及光学性能进行表征，通过实验证明该银钛复合薄膜负载的木材在可见光照射下

具有降解甲醛的作用。结果表明，在可见光照射下，相比单纯的二氧化钛薄膜负载的木材，银钛复合薄膜负载的木材降解甲醛性

能显著提升。在此异质结构的体系中，由于银的费米能级低于二氧化钛的导带能级，因此银纳米粒子可作为电子捕获中心以控

制电子和空穴的分离，从而提高材料的光催化性能。

关键词关键词 木材基材料；银钛复合薄膜；光催化；气体甲醛；可见光降解

作为挥发性有机污染物（VOCs），甲醛（HCHO）被认为是

最重要的室内环境污染物之一，严重威胁着人类的健

康[1,2]。木制品，如人造板制品，由于其在健康、外观和环境方

面的友好特性，被归类于天然材料而广泛应用于建筑、家居

产品和工艺品等。然而，在一些人造板制品（刨花板、中密度

纤维板、胶合板等）的生产及使用中，由于产品中脲醛树脂与

木材组分发生反应释放HCHO气体[3]，长期使用将对人体将

造成严重的疾病。因此，采用有效途径和方法对HCHO进行

消除已成为目前的研究热点。近来，很多研究报道了HCHO
可以通过吸附剂或催化剂除去[4~6]。然而，回收粉末状或颗粒

状的催化剂在实际应用中具有关键性意义，将影响除污、净

化和除臭等环境技术的发展。基于以上考虑，采用木材与催

化剂薄膜进行复合。此方法不仅提供了一种新型的降解有

毒有机污染物的催化剂，还可以从根本上对木材进行改性，

减少室内HCHO气体释放的污染源。

自 1972年Fujishima报道了紫外光引发TiO2表面发生氧

化还原反应后，光催化剂作为一种解决环境问题的绿色且可

持续方案引起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7,8]。TiO2是一种n型半导

体氧化物，因其价格低廉、无毒，并且在不添加其他试剂的情

况下可降解有毒污染物，现已作为光催化剂广泛应用于自清

洁、自降解等领域 [9,10]。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于提升

TiO2的物理化学性能，这也将进一步促进深刻的理解材料特

性间的作用。在这个需求的推动下，研究者们进行了大量的

新技术探索，以期为不同领域开发出具有特定性能和功能的

新型半导体复合材料。可选用的方法有：金属元素掺杂、非

金属元素掺杂等。其中，由于银纳米粒子具有无毒、来源广

泛等特点，银掺杂的二氧化钛光催化剂特别适合工业应用[11]，

此外，银纳米粒子良好的吸光能力可以扩展TiO2对可见光的

响应性[12]。

本研究以气体甲醛为目标降解污染物，以木材为基质材

料，通过水热合成法和银镜反应负载 TiO2微球和Ag纳米粒

子，并探索其降解甲醛的机理。

1 材料与方法
1.1 原料

木材选自东北地区常见树种大青杨的边材部分，锯切成

20 mm（长）×20 mm（宽）×30 mm（厚）的锯材试样。实验前，

用酒精和蒸馏水依次清洗木材后烘干备用；试验中所用氟钛

酸铵、硼酸、硝酸银、氨水、葡萄糖、氟硅烷、甲醇和蒸馏水均

为分析纯，购自天津科密欧化学试剂开发中心。

1.2 以木材为基质制备TiO2微球

取适量的氟钛酸铵和硼酸溶于蒸馏水中，室温下磁力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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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木木粉杨木木粉//聚乳酸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聚乳酸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
在在33DD打印上的应用打印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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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以熔融沉积增材制造技术为依据，研究了聚乳酸与杨木木粉熔融复合混合工艺，探索了原料混合比例、挤出条件等，并对

挤出的复合材料进行了力学性能和微观性能检测。结果表明，杨木木粉添加量对复合材料有显著性影响，随着木粉添加量的增

加，复合材料力学性能降低，当普通杨木粉原料添加量为40%时，弯曲强度降低 30.3%，拉伸强度降低 26.4%，冲击强度降低

82.2%；当特殊杨木粉原料添加量为40%时，弯曲强度降低14.5%，拉伸强度降低22.9%，冲击强度降低72.9%；从材料的流变性

能可见，添加杨木木粉后，弹性模量和损耗模量均增加，并且与木粉的添加量呈现正相关；复合材料流体的黏度降低，表明添加木

粉后，复合材料的流动性变差，流体阻力增大；应用DSC检测复合材料时发现，复合材料基体的玻璃化转变温度、结晶温度和熔

融温度与聚乳酸单体相比没有改变，加入木粉后只改变了熔体的流动性，对熔点没有影响；通过SEM观察，无论原料为何种比

例，聚乳酸与木粉结合均比较紧密，混合也很均匀；同时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显示，各主要基团没有变化。

关键词关键词 生物质材料；聚乳酸；多元复合；3D打印

3D打印技术19世纪末起源于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得

到实现与发展。作为快速成型领域的新兴技术，3D打印技术

迅速发展，吸引了国内外广泛关注。预计在 2030年，3D打印

的经济效益有望达到 0.6万亿~1.2万亿美元，而且拥有高端

价值的3D打印，未来将有可能与铸锻焊、切削加工齐名[1,2]。

3D打印技术是一种将打印材料以连续物理层的方式逐

渐叠加形成三维实体的技术，因其加工方式与传统减材制

造 的 方 式 完 全 不 同 ，故 又 被 称 为 添 加 制 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AM）。3D打印的工艺原理与断层扫描互逆，

断层扫描采用的方式是将材料“切”割成无数叠加的片层状，

而3D打印却是通过打印材料一片一片地打印并逐层叠加到

一起的方式构建一个立体物体。3D打印机是实现3D打印技

术的核心装备，并且是由高精度机械化系统、高智能数控系

统、高灵敏喷射系统等组成复杂机电一体化的核心系统。通

过3D打印机，可以“打印”出真实3D物体，其在成型工艺上与

激光成型技术一致，通常采用分层加工、叠加成型，逐层形成

3D实物。故正常情况下，要利用 3D打印制备一个物件时是

需要经历建模、分层、打印和后期处理等4个主要阶段，它的

具体工艺流程如图1[3,4]所示。

此外，与传统减材制造工艺相比，3D打印不再需要额外

制造模具，不仅可以避免在制备过程中去除掉大量原料，而

且还可以避开复杂的锻造工艺轻松得到产品，做到生产上结

构最优化，并且节约材料和节省能源。3D打印主流技术包括

FDM、SLA、SLS、LOM、DLP、3DP等[5]。

3D打印采用的主流材料有热塑性塑料、光敏树脂、橡胶、

金属、陶瓷等。本课题组对聚乳酸与杨木木粉熔融复合混合

工艺进行了研究，采用的打印材料是生物质材料，即将木粉、

农作物秸秆等生物质粉末原料与相适应的高分子聚合物粉

末混合，制成生物质复合材料[6]。

图1 3D打印的设计和制作流程

Fig. 1 Design and production process of 3D pri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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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素气凝胶材料研究进展纤维素气凝胶材料研究进展
高鹤，梁大鑫，李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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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气凝胶是一种具有纳米孔洞结构的新型固体材料，具有低热导率、低折射指数和低电阻率等特点，在隔热保温、吸附催化

和高性能电容器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综述气凝胶发展的历史及气凝胶的制备方法和应用，探讨了纤维素气凝胶研

发中存在的问题，展望了纤维素气凝胶的未来发展。

关键词关键词 气凝胶；纤维素气凝胶；制备方法

气凝胶是一种由胶体粒子和高聚物分子相互聚结构成

的具有纳米孔洞结构的新型材料，是一种固体物质形态。其

表观密度 0.003~0.35 mg/cm3，平均孔径 20 nm，孔隙率 95%~
98.7%，折射率1.0~1.08，介电常数1.1[1]。气凝胶密度极低，是

世界上最轻的固体材料，又被称为“固体烟雾”。纳米孔洞结

构使气凝胶具有低热导率、低折射指数和低电阻率的特点，

也使气凝胶在隔热保温、吸附催化和高性能电容器等方面具

有了广阔的应用前景。

1 气凝胶
1.1 气凝胶的发展历史

1931年，斯坦福大学的Kistler[2]采用硅酸钠水溶液进行

酸性浓缩，再利用超临界干燥方法首次解决了常规干燥湿气

凝胶结构坍塌的问题，从而制备出二氧化硅气凝胶并为其命

名。此后几年内，Kistler又采用同样的方法成功制备出了氧

化铝、氧化钨、三氧化二铁、氧化锡、纤维素、硝酸纤维素、白

明胶、琼脂、蛋白、橡胶等各类气凝胶，但由于这种方法的制

备工艺复杂和产品工艺纯化困难，并未得到普遍的关注。

1966年，Peri[3]找到了一种新的合成方法，即将溶胶-凝胶化学

方法用于二氧化硅气凝胶的制备中。该法用正硅酸四甲酯

取代了硅酸钠水溶液作为硅源，将正硅酸四甲酯在甲醇溶液

中水解-缩聚后直接得到二氧化硅甲醇凝胶，避免了由水到

乙醇替换时间太长及凝胶中无机盐类杂质的问题，缩短了干

燥时间，简化了实验过程，从而推动了气凝胶科学的发展。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溶胶-凝胶法研究的深入和超临

界干燥的日臻完善，气凝胶材料的制备、特性及应用研究得

到了长足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气凝胶科学迅速发展。1974年，粒子

物理学家Cantin等[4]认识到二氧化硅气凝胶是制造Cherenkov
探测器的理想材料，并首次报道了将二氧化硅气凝胶应用于

Cherenkov探测器。1983年，伯克利实验室微结构材料组发

现正硅酸乙酯可以代替毒性很大的正硅酸四甲酯，并且其产

品质量不会降低。此后微结构材料研究组也发现，在超临界

干燥之前，用液态二氧化碳代替凝胶中的乙醇不会影响气凝

胶的性质，同时在安全方面又是一大进步。1985年，Tewari
等[5]使用二氧化碳为介质进行超临界干燥，成功制备气凝胶，

并将干燥温度降至室温，大大提高了设备的安全性，同时也

推动了气凝胶的商业化进程。制备技术的进步也引起了一

大批科学家的兴趣并投身到气凝胶的研制中。

进入 20世纪 90年代，对气凝胶的研究更加深入。据不

完全统计，近年各类杂志上有关气凝胶的文章已达 3000多

篇。《Science》将气凝胶列为十大热门科学之一。1989 年

Gessar等[6]对气凝胶制备机制、结构及合成方法等方面进行了

全面综述。Pekala等[7]以间苯二酚和甲醛为原料，首次制备有

机气凝胶，并将其在惰性氛围下炭化制成了炭气凝胶，解决

了气凝胶热稳定性不好的问题，在惰性和真空环境下耐温性

高达 2000℃，石墨化后耐温性达 3000℃，但其在有氧条件下

耐温性急剧下降需在表面覆盖耐高温抗氧化涂层。1990年，

Larry等[8]发表论文表明，老化对最终气凝胶的性能影响很大，

而这在之前是不被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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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疏水性织物的构建及其多功能性超疏水性织物的构建及其多功能性
张明 1，2，王成毓 1，时君友 2

1. 东北林业大学木材仿生智能科学研究中心，哈尔滨 150040
2. 北华大学，吉林省木质材料科学与工程重点实验室，吉林 132013
摘要摘要 介绍了Young′s、Wenzel、Cassie-Baxter 模型等研究疏水性表面的基本理论，总结了宏观结构、微观结构、微观性能、毛

细效应、化学组成等影响织物润湿性能的因素，综述了溶胶-凝胶法、层层自组装法、化学气相沉积法、化学刻蚀法、电纺丝法、聚

合物成膜法、相分离法、辐射接枝法等超疏水织物表面的制备方法，预示了织物未来发展方向应为抗菌性、阻燃性、油水分离、超

双疏、抗紫外性等多功能性研究，提出了目前超疏水性织物研究瓶颈及拟解决办法，展望了超疏水性织物的未来应用前景。

关键词关键词 超疏水性织物；润湿性模型；多功能性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全国纺织行业1712家企业

的工业增加值增长 12.9%，在纺织行业中处于领先位置。行

业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为 2384亿元和 134.4亿元，

分别增长16.5%和16.4%，增速与2014年相比基本持平；行业

销售利润率5.64%，比2014年上升0.1%；行业亏损面9.6%，比

2014年下降0.3%，由于纺织带和帘子布行业亏损严重，亏损

额 同 比增 加 了 467.2% ，导 致 全行 业 亏 损额 大 幅 增加

117.1%。另外，由于中国目前的纺织工业还只是世界纺织业

中前期的“加工厂”，虽然其较低端的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享

有盛誉，但高技术、高品质、高附加值的纺织产品已被欧美国

家垄断。因此，中国纺织工业“十一五”发展纲要中提出，以

科技创新为主的产业用纺织品将作为纺织工业的重点发展，

这无疑为该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原动力。

荷叶“出淤泥而不染”的自清洁特性早已广为人知。

Barthlott与Neinhuis[1-2]在1997年通过对荷叶表面的微观结构

观察，发现荷叶表面存在许多乳头状凸起，其表面被许多纳

米尺度的蜡状晶体所覆盖（图 1（a）[3]）。据此认为，荷叶表面

的自清洁特性归因于表面的微米尺度的凸起与纳米尺度的

图1 荷叶表面的SEM图像与水滴在沾有污迹的光滑和超疏水性表面图像

Fig. 1 SEM micrographs of lotus leaf surface and the image of a liquid droplet on flat and superhydrophobic

substratumcovered with dirt

（a）扫描电镜（SEM）图 （b）光滑表面 （c）超疏水性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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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度超疏水性杨木材料的构建高强度超疏水性杨木材料的构建
张明 1,2，张文博 1，时君友 2，王成毓 1

1. 东北林业大学木材仿生智能科学研究中心，哈尔滨 150040
2. 北华大学，吉林省木质材料科学与工程重点实验室，吉林 132013
摘要摘要 针对超疏水性材料应用过程中性能不够持久的问题，以杨木为例，通过实验研究了具有高强度超疏水性能的杨木材料的

构建。采用真空加压方法将二氧化硅合成原料注入杨木内部，使正硅酸乙酯、氨水、乙醇在杨木微米级导管内发生溶胶-凝胶作

用而生成SiO2纳米粒子，在不破坏杨木原本结构的情况下实现二氧化硅与木材的复合，使杨木材料形成更强健的二维多级粗糙

结构，并经十八烷基三氯硅烷修饰使杨木材料表面获得高强度的超疏水性能。检测结果表明，该超疏水性杨木材料样品在水、腐

蚀性液体（酸液/碱液）、常见有机溶剂中以及一些常见条件下均保持了优异的超疏水特性能。

关键词关键词 超疏水性；杨木材料；SiO2纳米粒子；真空加压

2014年2月，中国国家林业局公布的第八次全国森林资

源清查（2009—2013）结果显示，全国森林面积达到 2.08亿

ha，森林覆盖率 21.63%，森林蓄积 151.37亿m3；人工林面积

0.69亿hm2，蓄积24.83亿m3，继续居世界首位。但是，中国森

林覆盖率远低于全球31%的平均水平，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

界人均水平的1/4，人均森林蓄积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7，森
林资源总量相对不足、质量不高、分布不均的状况仍未得到

根本改变。然而国人对木材的加工使用具有悠久历史，尤其

在建筑材料和家具材料方面更加青睐木材，这是因为木材美

丽的自然纹理、柔和温暖的视觉和触觉感受、优雅的气味等

特点是其他材料所无法替代的，而且木材还有安抚人情绪、

保持人体健康等神秘作用。中国是世界人口大国，面对庞大

的木材需求，国内的森林资源相对短缺，目前的木材供应主

体是来自人工林。但人工林材存在材质疏松、密度低和干燥

时容易开裂的缺陷。另外，由于木材的主要组分（纤维素、半

纤维素和木质素）具有较强的吸水性，若长期处于潮湿的环

境中会因吸水湿胀而变形，再干燥时可能会发生开裂、扭曲

等破坏，进一步降低木材材料的各项性能[1~4]。因此，目前需

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应该是加强对木材的改良，提高木材的尺

寸稳定性、耐久性、耐磨性，赋予木材防水、防蛀、防腐、阻燃

等性能，以实现木材的高效利用[5,6]。

超疏水性材料的研究源于《爱莲说》中的绝唱佳句“予独

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

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1997年，Nein⁃
huis & Barthlott报道了植物叶片表面微观结构和化学组成的

研究成果，后来江雷研究小组在荷叶表面还发现了大量密集

的纳米级结构。因此，超疏水性材料得以成功制得的技术核

心是微/纳二元分级结构与低表面能蜡状物质的有机结合。

迄今为止，制备超疏水表面的方法有很多，包括蒸汽沉积[7]、

静电纺丝[8,9]、平版印刷[10]、电化学反应沉积[11,12]、刻蚀法[13]、层层

自组装[14]、溶胶-凝胶过程[15,16]等。近年来，超疏水性材料合成

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及其与木材的良好结合，开拓了超疏水性

能在木材方向的应用领域。目前有关超疏水性木材研究的

报道很多，但如何使木材表面维持稳定的超疏水性能仍是难

以攻克的技术难题。本课题组率先提出了赋予木材超疏水

性能的设想，并在该领域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与探

索[2,4,5,15,17~19]。本文通过实验，研究具有高强度超疏水性能的杨

木材料构建方法，并对其超疏水性能的稳定性进行分析。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原料

正硅酸乙酯（98.0%），氨水（28.0%），无水乙醇（99.7%），

十八烷基三氯硅烷（OTS, 98.0%），杨木（边材，帽儿山林场），

去离子水。

1.2 超疏水性杨木材料样品的制备

预处理：锯取远离木材端的试材，尺寸为25 mm×25 mm×
25 mm，刮净毛刺及锯屑，放置在温度为 103℃的烘箱内烘至

绝干。

溶胶-凝胶处理：将体积比为1:1:9的正硅酸乙酯、氨水与

无水乙醇充分混合后，迅速将预处理后的杨木适材浸没于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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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表面可逆润湿性行为研究进展材料表面可逆润湿性行为研究进展
高正鑫，王成毓

东北林业大学木材仿生智能科学研究中心，哈尔滨 150040
摘要摘要 综述了近几年制备可逆润湿性表面的常用方法及常见的控制润湿性可逆变换的手段，例如在原材料表面添加光敏性物

质、热响应性物质及pH敏感性物质等，并介绍了其响应性机理；总结了目前尚不能形成规模化生产、性能不稳定等研究薄弱点；

展望了未来研究方向及具有可逆润湿性生物质材料前景，认为后续研究的重点亦可放在性能稳定性等方面。

关键词关键词 超疏水；超亲水；可逆润湿性；接触角；智能表面

荷叶表面具有微纳米结构的物理几何凸起，同时其表面

还附着有一层蜡质的化学物质，从而使其表面具有了所谓的

“荷叶效应”[1~3]。这种特殊的物理现象称之为润湿性现象。

润湿性为固体表面的固有属性，它不仅受到固体表面粗

糙度的影响，还受到固体表面化学物质的影响[4~7]。人们通常

借助接触角对固体表面的润湿性优劣进行表征，接触角越

大，说明固体表面的疏水效果越好；接触角小，则说明固体表

面的亲水性能优良。通常，当固体表面的接触角小于90°时，

称之为亲水表面；当固体表面的接触角大于 90°且小于 150°
时，称之为疏水表面；当固体表面的接触角大于150°时，称之

为超疏水表面[8~16]。自然界中，许多动植物都表现出优良的超

疏水特性，例如玫瑰花瓣[17]、稻叶[18]、水黾腿[19,20]、蝴蝶翅膀[21]、

蚊子眼睛[22]等。这些自然现象常常启发研究人员探寻其内在

的奥秘，从而“仿生制备超疏水表面”这一科研课题被提出，

并得到广泛研究。

由于具有优良的疏水、排水及自清洁功能，超疏水表面

可以在众多领域得到应用[23~25]：超疏水表面应用于建筑材料

上，可以使其具有自清洁效果；用于湿气较重或者降雪频发

地区的卫星天线上，可以有效防止信号受到干扰；用于航空

玻璃、汽车玻璃上，可以通过自清洁效应对其表面上附着的

灰尘等污染物进行及时有效的清理，并且可以在雷雨时期及

寒冷气候下有效地防止表面雾气的产生，进一步预防了事故

的发生；用于流体运输装置中，可以有效减少流体阻力，甚至

可以进行无损流体运输；用于航海中，当船舶表面具有超疏

水结构时，可以减少其与水之间的阻力，减少马力的提供；在

油水分离领域也有着重要的应用，可以轻松实现油水分离

等。因此，材料表面润湿性研究，特别是超疏水表面的研究，

具有重要的意义。

1 材料表面超疏水及可逆润湿性的研究现状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尤其是超疏水材料在药物释

放[26,27]、化学及生物化学[28]、微流体控制[29~31]、传感器[32]、自清洁

表面[25,33]及分子技术分离[34]等领域的应用研究，发现单一的超

疏水材料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具有功能化的超疏水材

料开始受到重视。通过SCI检索发现，超疏水研究在过去的5
年呈现出明显的增长趋势，而可逆润湿性研究也有了明显的

增长。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科研人员在这场世界研究热潮

中表现得非常活跃，做出了很多具有开创性的工作。本文综

述功能化超疏水方面的研究进展，并对该领域发展方向进行

展望。

2 材料表面超疏水及可逆润湿现象研究的发展
20世纪 70年代初期，Wilhelm Barthlott等对荷叶表面进

行研究后，认为荷叶的自清洁现象是由粗糙表面上微米结构

的乳突以及蜡晶来共同决定的，同时他们首次提出了“荷叶

效应”的概念 [1,2]。21 世纪初期，江雷研究小组在 Wilhelm
Barthlott等的研究基础上，发现了荷叶表面还存在纳米结构，

并认为荷叶具有超疏水效应的根本原因是这种微纳米相结

合的多尺度结构，从而使得荷叶表面具有较大的静态接触角

及较小的滚动角[18,35,36]。

此后，各国研究人员纷纷开始了超疏水材料制备研究，

并发表了相当大数量的科研论文，掀起了一股超疏水材料制

备的热潮，而这也为超疏水相关理论的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但随着超疏水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通过外部的影响或

者刺激，可以进一步强化材料的超疏水性，同时也可以对某

些超疏水材料进行可逆润湿性行为调控。就目前的研究看，

可逆润湿性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过以下方式进行人为控制：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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