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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强层状纳米复合材料大面积制备和
增强机制研究
刘明杰教授课题组提出了基于极稀反应溶液的液体超铺展制备策
略，发展了一种基于液体超铺展制备层状结构复合膜的新方法，
解决了层状结构复合材料无法大面积连续制备的难题，实现了具
有超高拉伸强度和杨氏模量 / 断裂韧性的纳米复合膜的制备，并
提出了纳米限域空间内高分子链运动受限是导致其超高力学性能
的科学机理。该工作为仿生材料的结构设计及大规模生产提供了
新的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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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 语

朝露将晞，晨钟正催，征途漫漫，惟有奋斗。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年 , 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
的开局之年。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戮力同心，
乘风破浪，慎终如始，众志成城，秉承北航人家国情怀、正直真诚、创新担当、
实干有为的特质，培养一流人才，做出一流贡献，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大学，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一同穿云破雨，航向前方！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党委书记   曹淑敏       校长   徐惠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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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学
或医学奖授予 8 位科学家

当地时间 10 月 6 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3 位科学家因对宇宙中最奇特的现象之一 – 黑洞的研究和发现而分享今年的诺贝尔物
理学奖。Roger Penrose 表明，广义相对论导致了黑洞的形成。Reinhard Genzel 和 Andrea Ghez 发现，一个隐形且极重的物体控制
着我们银河系中心恒星的轨道，而超大质量黑洞是目前唯一已知的解释。

Roger Penrose，1931 年出生于英国，牛津大学数学系名誉教授，在数学物理方面的工作拥有高度评价，特别是对广义相对论与宇
宙学的贡献。Reinhard Genzel，1952 年生于德国，德国加兴的马克斯·普朗克外星物理研究所所长，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
Andrea Ghez，1965 年出生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物理学和天文学教授。
2020 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 Emmanuelle Charpentier 和 Jennifer A. Doudna，获奖原因：开发了一种基因组编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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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manuelle Charpentier 和 Jennifer Doudna 开发了基因技术中最锐利的工具之一：CRISPR/Cas9“基因剪刀”。利用它们，
研究人员可以极其精确地改变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的 DNA。这项技术对生命科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可以帮助研究者开发新的癌症疗法，
并使治愈遗传疾病的梦想成为现实。
Emmanuelle Charpentier，1968 年出生于法国，1995 年于法国巴黎巴斯德研究所获博士学位，德国柏林马克斯·普朗克病原学
研究室主任。Jennifer A. Doudna，1964 年生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
2020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 3 位科学
家，他们在与血源性肝炎的斗争中做出了决定性的
贡献。血源性肝炎是导致世界各地人们肝硬化和肝
癌的主要全球性健康问题。
Harvey J. Alter，Michael Houghton 和
Charles M. Rice 做出了开创性发现，从而鉴定出
一种新型病毒 – 丙型肝炎病毒。在开展工作之前，
发现甲型和乙型肝炎病毒是向前迈出的关键步骤，
但大多数血源性肝炎病例仍无法解释，丙型肝炎病
毒的发现揭示了这种慢性肝炎病例的病因，并使血
液检测和新药成为可能，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Harvey J. Alter，1935 年 出 生 于 纽 约， 他
在罗切斯特大学医学院获得医学学位，并在斯特
朗纪念医院和西雅图大学医院接受内科医学培
训。1961 年，他加入国立卫生研究院（NIH），
任临床助理。他曾在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工作了几年，然后于 1969 年返回国
立卫生研究院（NIH），任临床中心输血医学系的
高级研究员。
Michael Houghton 出 生 于 英 国， 于 1977
年在伦敦国王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加入 G. D.
Searle ＆ Company，并于 1982 年到加利福尼
亚州的 Chiron 公司。他于 2010 年移居阿尔伯塔
大学，目前是加拿大病毒学卓越研究员和李嘉诚病
毒学教授，担任李嘉诚应用病毒学研究所主任。
Charles M. Rice，1952 年出生于美国，于
1981 年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1981 年
至 1985 年期间接受博士后培训。他于 1986 年在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成立研究小组，并于
1995 年成为正式教授。自 2001 年以来，任洛克
菲勒大学教授，在 2001 年至 2018 年期间担任洛
克菲勒大学丙型肝炎研究中心的科学与执行主任。
（主要参考来源：诺贝尔奖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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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化学原位自重构诱导制备铜铁矿类似物
作为析氧反应催化剂
高效析氧反应（OER）电催化剂材料
的设计与制备是燃料电池、电解水等能量存
储与转化技术实现突破的核心点之一。层
状材料催化剂具有较大的结构空间，较多
的可接触的位点和可调制的电子结构，受
到人们的广泛关注。例如，含 MO2 八面体
层的过渡金属氢氧化物或者羟基氧化物一
直是研究热点。层状化合物铜铁矿（ABO2）
材料被发现于 1873 年，其具有 O–A+–O
连接的 MO2 八面体层。然而，此种材料却
很少被应用于电催化领域，这是因为其不
良的导电性和固有活性。如何通过结构设
计和精确合成突破这种限制，获得新型的

图 铜铁矿类似物的结构设计、形成机制及形貌和性能表征。(A) 理论计算构筑类铜
铁矿模型及电子构型的调制；(B) 和 (C) 铜铁矿类似物的原位合成机理图及其形成
机制；(D) 类铜铁矿材料的透射电镜照片；(E) 阳极极化曲线

高效催化剂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研究团队结合铜铁矿和羟基氧化物两
种层状结构的特点，通过理论模拟指导，将

Ag 插层在 Co/FeO6 八面体层间，设计出一种新型的类铜铁矿结构。

表面积和良好的电荷转移能力，在电催化 OER 中显示了优异的

如图所示，有别于传统的铜铁矿结构，这种新型的结构具有独特的

活性和耐久性。活性方面，其在电流密度为 10 mA cm-2 处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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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位为 220 mV，在过电位 270 mV 处的转化频率和比质量活性

仅能够调制电子结构，提高导电性，而且具有优化的 OER 能量学

为 0.535 s-1 和 2028.60 A g-1，优于参比样品并处于国际一流水

路径，是一种理想的催化剂模型（图 A）。

平（图 E）；耐久性方面，其在 300 小时的恒电流测试中工作电

研究团队发展了一种原位电化学自重构策略，通过电压诱导

位保持稳定，显示了良好的电化学耐久性。

的离子溶解 - 再沉淀，将亚稳态非晶钴铁氢氧化物负载银纳米颗

该工作提出了一种通过结构设计和改性挖掘传统材料新应

粒复合物作为前驱体转化为非晶态的类铜铁矿活性物质（图 B 和

用的方法，为设计新型催化材料开辟了新思路。研究发表于《美

C）。研究者采用球差透射电镜、拉曼光谱、原位 X 射线吸收谱等

国 科 学 院 院 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技术，系统地论证了类铜铁矿结构物质的生成（图 D）。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这种具有类铜铁矿结构的催化剂材料具有高的电化学活性比

郭林，化学学院，教授，博导，E-mail: guolin@buaa.edu.cn
参考文献
J. Z. Liu, Q. Hu, Y. Wang, Z. Yang, X. Y. Fan, L.-M. Liu, and L. Guo. Achieving delafossite analog by in-situ
electrochemical self-reconstruction as an oxygen-evolving catalyst.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20). DOI: 10.1073/
pnas.200918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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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科学研究孕育新成果：
法向纤维在天然鮣鱼吸盘中的重要作用
及巧制仿生鮣鱼吸盘
鮣鱼（yìn yú，学名：Echeneis naucrates）是海洋里著

知名期刊《Matter》（《Cell》姊妹刊），受到 Science Daily、

名的搭便车鱼，它的搭便车行为依赖于一个强有力的吸盘，其中包

Physics Org 等多个知名媒体的关注。该研究展示了鮣鱼吸盘唇

含十分有趣的结构，例如鳍片 (lamellae)、硬刺 (spinules) 和软韧

圈中的法向纤维结构，指出该结构对吸附功能具有重要贡献，并巧

的唇圈组织（disc lip tissue）。5 月 6 日，我校材料学院管娟副

制仿生吸盘验证了这一假设。本文作者有材料学院硕士生苏思伟、

教授和机械学院文力教授关于鮣鱼吸盘的最新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

郝福超，机械学院博士生王思奇、谢哲新，中法工程师学院硕士生

图 1 鮣鱼吸盘唇圈及其特征的法向纤维结构；具有法向纤维结构的仿生吸盘表现出优异吸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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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金梁，还包括机械学院博士后李磊，以及材料学院王绍凯副教授。

探究生物原型，揭示鮣鱼吸盘唇圈的独特结构
鮣鱼吸盘唇圈属于典型的结缔组织，其中包含细胞、细胞外
基质、大量胶原纤维和少量弹性纤维。唇圈组织的中央层排列着大
量纤细的法向胶原纤维，其径向垂直于吸附表面。这一独特的纤维
结构引起了研究人员的兴趣。通过对比其他具有吸附功能的组织，
如树蛙趾掌和章鱼吸盘，研究人员发现鮣鱼唇圈的法向纤维结构在
吸附功能组织表面层结构中具有一定普遍性，同时具有特殊性，
~500 微米厚的法向纤维层占整个厚度的 60%，可见该结构的重
要性。研究人员还测试了唇圈组织在法向、径向和周向的力学各向
异性，法向和周向拉伸模量高，而法向压缩模量低，由此提出法向
纤维层的结构 - 功能假设，即法向纤维能够产生“易压抗拉”的
力学特性从而增强吸附功能。

静电植绒法仿制法向纤维结构
静电植绒技术是一种工业界广泛应用的快速高效、低成本实
现纤维定向“种植”的方法。研究人员将经过静电处理的尼龙纤维（杨
氏模量为 2 GPa，同胶原纤维相当）利用静电植绒“长”在了液
态硅橡胶表面（图 3），实现了竖直纤维结构、可调控的纤维面密
度和较好的界面结合，最终植绒面密度可达 8%。获得的法向纤维
和硅橡胶复合材料在纤维径向具有明显增加的拉伸和压缩模量，表
现出类似天然组织的力学各向异性。

构筑仿生吸盘，验证法向纤维层作用
根据鮣鱼天然吸盘形态学参数，具有法向纤维的硅橡胶复合
材料被进一步加工成图 1 所示仿生鮣鱼吸盘。为了进行对比，研究
人员选用三种材料制成仿生吸盘：纯软质硅橡胶（Ecoflex, E ~55
kPa），纯硬质硅橡胶（MoldStar, E ~662 kPa）和法向纤维 / 硅
橡胶复合材料，控制吸附表面粗糙度等吸附条件，对比研究吸附性
能。结果显示，具有法向纤维层的仿生吸盘，同时在光滑和粗糙表
图 2 鮣鱼吸盘唇圈组织纵切面和中央层的法向胶原纤维结构

面达到 400 N 的高吸附力（图 4），兼具软质和硬质硅橡胶吸盘
的优势。

图 3 静电植绒法制备大面积法向纤维 / 硅橡胶复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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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基于法向纤维 / 硅橡胶复合材料的仿生吸盘相对纯软、硬质硅橡胶材料吸盘的吸附性能（包括吸附行为、最大吸附力和吸附时间）

开发法向纤维复合材料的多样功能特性
具有法向纤维层的硅橡胶复合材料的力学各向异性不仅能带
来优异的吸附表现（图 1），还能作为驱动器的结构材料，产生多
样的驱动效应。如图 5 所示，研究人员采用法向纤维 / 硅橡胶复合
材料制作了软体硅胶驱动器，实现了伸缩、单向弯曲、S 型弯曲等
多个动作，展示了法向纤维复合材料在软体机器人领域的潜在用途。
这项工作从基础研究角度出发，探索天然鮣鱼唇圈组织和仿
生吸盘的结构 - 力学性能 - 吸附功能关系，为未来研究高吸附性
能的天然和仿生材料提供参考，并有可能为未来黏附装置以及机器
人的结构与柔性驱动等方面提供新的设计思路。
该研究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共融
机器人重大研发计划等的支持。
管娟，2013 年获英国牛津大学动物学系博士学位，同年 10 月加入
北航国际交叉科学研究院的先进结构与仿生材料研究中心，2014
年 3 月受聘为北航“卓越百人”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生物高分
子材料的力学性能；功能性生物高分子材料的制备与表征；动态力
学热分析；生物材料结构与性能的关系；生物结构材料中的“能量
管理”：储存与损耗。
文力，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
得者。曾担任美国哈佛大学 George Lauder 实验室博士后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仿生机器人 (Bio-inspired Robotics)、软体机器人
(Soft Robotics)、机器智能 (Robotic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致力
于融合力学、新材料、机器人控制、机器学习的仿生与软体机器人
技术，构建可高效、安全与人类、自然界交互的智能机器人。

图 5 法向纤维 / 硅橡胶复合材料用于驱动器的原理和动作展示

管娟，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E-mail: juan.guan@buaa.edu.cn
文力，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教授，E-mail: liwen@buaa.edu.cn
参考文献
Siwei Su, Siqi Wang, Lei Li, Zhexin Xie, Fuchao Hao, Jinliang Xu, Shaokai Wang, Juan Guan, Li Wen, Vertical Fibrous
Morphology and Structure-Function Relationship in Natural and Biomimetic Suction-Based Adhesion Discs. Matter,
Volume 2, Issue 5, 2020.
论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16/j.matt.2020.01.018
https://www.cell.com/matter/pdf/S2590-2385(20)30018-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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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量子磁晶体中的“幽灵软模”
与 KT 物理
通过大尺寸的量子多体热力学与动力学计算，来自北航、复

化群计算，该团队发现了一套微观参数，可以在很宽的温度范围内

旦、中科院物理所和香港大学的研究团队成功“破译”了二维阻

完美拟合实验观测的磁比热、熵曲线、磁化率、磁化曲线等诸多磁

挫磁性晶体 TmMgGaO4 (TMGO) 的“材料基因”——三角晶格

热力学性质。同时，采用这套参数进行的量子蒙卡动力学计算与自

量子伊辛模型及其精确模型参数。籍此，研究者预言，磁性晶体

旋谱的直接比较也得到完全吻合的结果。因此，通过全方位、精确

TMGO 将在特定的温度范围内展现出 Kosterlitz-Thouless (KT)

的关联量子材料模拟，研究确认 TMGO 晶体是一个研究多体涌现

相。此前，人们曾在二维超流和超导中观察到 KT 相变，而此项理

现象与物理的理想量子材料实验平台。

论工作，首次在实际二维磁性晶体中预言了 KT 物理的存在。相

尤为引人入胜的是，磁性晶体 TMGO 实现的是一个形式简单

关 工 作 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 以“Kosterlitz-Thouless melting

但内涵丰富的阻挫三角晶格横场伊辛模型，而精确定出的参数使得

of magnetic order in the triangular quantum Ising material

TMGO 晶体处于令人感兴趣的包含 KT 相的区间内（图 1 b）。

TmMgGaO4”为题在线发表于《Nature Communications》。

在这个参数区间内，TMGO 存在一种特殊的反铁磁序，
“钟态有序”

阻挫反铁磁体是一类非常有趣的关联量子材料，丰富的多体

（clock order，图 1 a），被量子涨落所挑选出来成为基态，而另

效应使得其中涌现出新奇的量子物态与相变，不断吸引着人们在其

一个三角晶格反铁磁的有力竞争者“条纹序”
（stripe order，图 1 c）

中探寻凝聚态物理的新范式。在阻挫反铁磁中，由于存在强关联效

在低温不被相互作用所选择。然而，条纹序虽然不能实现在零温稳

应和磁有序的激烈相互竞争，开展精确理论计算并与实验对比仍然

定的“存活”，但可以在自旋谱的中段能量区间留下幽灵般的痕

是亟待解决的前沿问题。通过结合张量重正化群与量子蒙特卡洛方

迹——它们被称为旋子，对应很大的态密度。这些幽灵在比较低的

法等多体计算方法，研究团队发展了关联量子晶体材料的热力学 -

温度下（～ 1 K）被大量激活，TMGO 材料发生下临界 KT 相变，

动力学的多体研究范式，揭示出反铁磁 TMGO 晶体的“材料基

融化反铁磁序，进入一种类似两维超流态的奇特磁性“液体”状态，

因”——量子伊辛微观模型及其精确模型参数。通过指数张量重正

即著名的 KT 相。

图 1 (a) TMGO 晶体结构及钟态有序示意图；（b） 热力学相图；（c） 条纹状有序，赝自旋映射，自旋翻转与
涡旋对激发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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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MGO 固态材料研究中，如图 2 所示，自旋谱上清晰地

自旋），并存在相位的（准）长程相干性（“超流序”）。在条纹

看到，沿着 K-Γ-M-Γ 线，在布里渊区的 M 点附近存在一个平

反铁磁自旋织构的基础上，自旋的翻转激发会在赝自旋图像上激发

方色散的极小点，与超流旋子类似，称为自旋系统的类旋子激发。

一对涡旋（图 1 c）。当温度超过上 KT 相变温度时，系统中的涡旋 -

全局来看，M 点是一个鞍点，使得 M 旋子具有很大的态密度，这

反涡旋被拆散，发生十分有趣的拓扑相变，提供给系统破坏超流序

些代表着条纹反铁磁序的残存“幽灵”粒子，随温度升高其能隙逐

的独特涡旋缺陷。随着涡旋等激发的数目激增，系统从可以类比于

渐降低、软化（图 2 d）。特别地，M 旋子在靠近上 KT 相变附近

超流的“液态”自旋 KT 相最终进入人们所熟悉的高温“气态”顺磁。

时急剧软化，但和通常意义下的软模不同，并不对应某种具体的对

综上，量子晶体 TMGO 提供了十分理想的实验平台，三角横

称性恢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TMGO 中的 M 旋子的确是一种

场伊辛模型为进一步深入探讨二维量子磁性晶体提供了坚实的理论

奇特的“幽灵软模”。

基础。此外，研究团队综合了平衡态与动力学多体计算，建立了精

事实上，这些“幽灵软模”和旋转有关，通过赝自旋映射，
研究发现鞍点附近的幽灵模式对应着涡旋 - 反涡旋对激发（图 1 c）。

确研究关联量子晶体材料的新范式。该项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和北航卓越百人计划、北航青年拔尖人才计划等的支持。

在 KT 相中，系统衍生出连续 U(1) 对称性，对应一个复序参量（赝

图 2 二维自旋阻挫量子磁体 TMGO 的量子多体蒙特卡洛动力谱学模拟结果。(a)，(c)，(d) 运用了本团队的微观模型参数。（b）为之前工
作的参数结果。

李伟，物理学院，副教授，E-mail: w.li@buaa.edu.cn
( 李涵 1，李伟 *)
李伟，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讲本科生“固体物理学”、研究生“固体理论”等课程。2006 年本科毕业于北航，2011 年博
士毕业于中国科学院，2012-2015 年在德国慕尼黑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随后回到北航工作。研究方向为量子多体理论、张量
重正化群方法等，发表论文 40 余篇（包括 Nature Communications 1 篇，PRX 2 篇，PRL 3 篇，PRB/E 20 余篇）。曾获
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等。
参考文献
Li, H., Liao, Y. D., Chen, B. et al. Kosterlitz-Thouless melting of magnetic order in the triangular quantum Ising material
TmMgGaO4. Nature Communications 11, 1111 (2020).
论文链接
https://doi.org/10.1038/s41467-020-149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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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1,5- 萘二胺 )/ 多孔碳复合材料
用于高性能锌离子电池正极
锂离子电池面临着锂资源短缺、充电
慢、电解液有毒易燃等问题，相较之下，水
系可充电电池具有安全性高、制备简单、成
本低、离子迁移率高等优点，在大规模储能
系统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开发新一代成本低、
能量密度高、循环寿命长的水系可充电电池
具有重要意义。最近几年，水系可充电锌离
子电池成为研究热点。锌电极具有低材料成
本、安全环保、高比容量和相对较低的氧化
还原电势（- 0.76 V Vs. SHE）。与锌负极
匹配的正极材料对于电池的储能性能起决定
作用，亦是电池技术的关键。当前研究较多
的正极材料为锰或钒基氧化物、普鲁士蓝类
似物、醌类有机物等。金属氧化物电极材料
自身电阻大，当制备成高质量负载的电极时
会导致器件内阻大，影响功率输出性能。另

图 1 锌 - 聚 (1,5- 萘二胺 )/ 活性炭电池的制备示意图及聚 (1,5- 萘二胺 )/ 活性炭正极的表征结果

外，Zn2+ 在晶体结构的无机电极材料中重复
脱嵌会导致不可逆的晶体结构坍塌，进而导
致容量衰减和缩短循环寿命。有机电极材料
具有质轻环保、导电性好、分子结构和种类
多样化等优点，可用于构建低成本的锌 - 聚
合物水系电池。因此，探索新型的聚合物有
机电极材料并与锌电极搭配，有望实现高性
能低成本的锌 - 聚合物储能器件。
本工作首次报道了一种用于锌离子电
池的新型正极材料。将溶解于水溶液中的
1,5- 萘二胺分子进行电化学聚合并沉积于多
孔活性炭载体，得到一种复合结构的电极，
并与锌负极组合得到高容量、长寿命的锌 聚合物电池（图 1）。器件的工作电压在 0.1
– 1.8 V 之间。所沉积的聚合物既可以填充
入活性炭的纳米孔洞中，又能以纳米棒的形

图 2 基于碳纤维布集流体的锌 - 聚 (1,5- 萘二胺 )/ 活性炭电池的电化学储能性能

貌生长在炭颗粒表面。聚合物的氧化还原活

高电极材料的单位面积质量载量，又采用了毫米级别厚度的石墨毡作为集流体，所承载的电

性带来赝电容，可极大地提高电极的储存电

极材料质量载量超过 20 mg cm-2。聚（1,5- 萘二胺）/ 活性炭复合电极材料的最大比容量为

荷容量。我们采用导电碳纤维布作为集流体，

315 mAh g-1。该水系电池在连续充放电 10000 次后仍具有优异的循环性能。器件的储能原

表面覆盖聚（1,5- 萘二胺）/ 活性炭复合电

理包含了界面反应的赝电容和离子嵌入反应，其性能兼有超级电容器和离子电池的优点。

极材料，制备了柔性软包式、扣式、同轴电

碳纤维布集流体的特点是导电好而且柔性。利用载有正极材料的碳纤维布分别与柔性锌

缆型等不同形态的储能器件。为了进一步提

箔和锌丝组合，制备半固态的软包和同轴电缆状锌离子电池并研究其在反复弯曲条件时的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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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能，优异的容量保持率和库伦效率表明
锌 - 聚 (1,5- 萘二胺 )/ 活性炭电池在柔性可
穿戴设备上具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国产碳纤维石墨毡由聚合物纤维毡高
温碳化制得，碳纤维经石墨化处理后导电良
好且耐腐蚀。采用石墨毡作为集流体可以既
提高聚 (1,5- 萘二胺 )/ 活性炭负载量，又能
降低器件的成本。快速的动力学反应速率使
得基于石墨毡集流体的锌 - 聚合物电池具有

图 3 不同正极负载量的锌 - 聚合物电池的能量与功率密度图

更加优异的循环稳定性（100%，10000 圈）。
此外，利用串联的锌 - 聚合物原型电池可持
续给 LED 灯和风扇供电，进一步展示其在
集成电网的应用潜力（如图 5）。
研 究 利 用 非 原 位 XPS、SEM、
Raman 等表征手段对锌 - 聚合物电池的储
能机理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阐明了聚合物电
极材料的容量衰减原因。Zn2+、H+ 和 SO42的协同储能机理，使得锌 - 聚 (1,5- 萘二胺 )/
活性炭电池具有很高的比容量和倍率性能。
此外，聚 (1,5- 萘二胺 ) 螺旋状的空间结构

图 4 利用碳纤维布集流体，制备不同形状的柔性锌 - 聚合物电池，并测试其在不同弯曲
条件下的储能性能。

不仅通过缠结促进聚合物纳米棒的生长，还
促进离子有效的在聚合物正极中嵌入和脱
出，使得聚（1,5- 萘二胺）/ 活性炭电极锌
离子电池具有优异的循环稳定性。
本研究将传统的多孔活性炭和采用电
化学法制备的聚 (1,5- 萘二胺 ) 相结合，构
建了高容量、优异循环性能的锌离子电池正
极。使用水系硫酸锌电解液时无锌枝晶产生，
循环寿命可超过 10000 次。尤其是使用廉
价的石墨碳毡作为集流体更加突出了低成
本、高容量、长寿命等特性，具有进一步实
现商业化的潜力。本研究发表于国际权威期
刊《Energy Storage Materials》，通讯作
者是刘金章，北航“卓越百人”副教授，论
文第一作者为北航 2016 级博士研究生赵逸。

图 5 基于石墨毡集流体的锌 - 聚合物原型电池与储能性能测试
刘金章，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博导，E-mail: ljz78@buaa.edu.cn
参考文献
Zhao Y., Wang Y., Zhao Z., Zhao J., Xin T., Wang N., Liu J. Achieving high capacity and long life of aqueous
rechargeable zinc battery by using nanoporous-carbon-supported poly(1,5-naphthalenediamine) nanorods as
cathode. Energy Storage Materials 28 (2020): 6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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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强层状纳米复合材料大面积制备
和增强机制研究

纳米复合材料以其优异的力学性能和广泛的应用前景成为近

该领域的挑战之一。

年来的研究热点。受自然界中贝壳等生物材料的启发，科学家已经

为解决上述难题，刘明杰教授课题组提出了基于极稀反应溶

发展了许多组装方法制备具有优异力学性能的层状结构纳米复合材

液的液体超铺展制备策略，发展了一种基于液体超铺展制备层状结

料，包括层层自组装、刮涂、抽滤、施加外场驱动力等。然而，这

构复合膜的新方法，解决了层状结构复合材料无法大面积连续制备

些方法存在的一些缺陷限制了其实际应用。一方面，这些方法无法

的难题，实现了具有超高拉伸强度和杨氏模量 / 断裂韧性的纳米复

大规模制备具有长程取向结构的纳米复合材料；另一方面，对于多

合膜的制备，并提出了纳米限域空间内高分子链运动受限是导致其

组分纳米材料增强体系，这些方法无法避免在制备过程中纳米材料

超高力学性能的科学机理。该工作为仿生材料的结构设计及大规模

团聚的问题，纳米材料的团聚会极大降低所制备纳米复合材料的力

生产提供了新的解决途径。

学性质。因此，连续大规模制备超强层状结构纳米复合材料仍然是

图 1 超铺展剪切液流对纳米片的取向过程示意图

图 2 取向结构纳米片的原位交联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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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新型组装制备策略利用反应溶液在超铺展过程中产生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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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层状结构纳米复合膜的连续大规模制备过程示意图

图 4 (a) 同时具有高强度和高模量的 GO/clay/CNT 复合膜；(b) 同时具有高强度和高断裂韧性的 clay/CNT 复合膜

强剪切液流实现纳米片的高度取向排列 ( 图 1)，同时利用高分子快

具有优异的普适性，能实现多种纳米片的取向排列，实现多种高分

速交联，同步实现了取向结构的原位快速固定 ( 图 2)，从而有效

子聚合体系的层状纳米复合膜的大规模连续制备。

地避免了层状结构纳米复合膜在制备过程中纳米材料的团聚问题。

为了揭示层状纳米复合膜超高力学性能的内在原因，刘教授

重要的是，刘教授等通过将单一液滴超铺展扩展为多通道的连续超

等系统研究了纳米材料填充量对纳米复合膜力学性能、纳米片层间

铺展，巧妙设计以实现层状结构纳米复合膜大规模连续制备。通过

距、玻璃化转变温度 (Tg) 等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在一定范围

对成膜过程中关键参数的优化，实现了均匀层状结构纳米复合膜的

内，纳米材料填充量对其取向结构几乎无影响 ( 均具有优异的取向

连续大规模制备 ( 图 3)。通过优化设计超铺展溶液中高分子和纳

结构 )，而对力学性能的影响却截然不同（图 5 a）。小角 X 射线

米材料的组成，制备出具有超高力学性能的纳米复合膜：基于氧

（SAXS）表征结果表明，对于填充量不同的纳米复合膜，其纳米

化石墨烯 / 粘土纳米片的层状复合膜的拉伸强度高达 1215 ± 80

片层间距差异显著（图 5 b）。玻璃化转变温度随着纳米材料填充

MPa，杨氏模量高达 198.8 ± 6.5 GPa；基于粘土纳米片的层状

量的升高而升高（图 5 c）。基于此，刘教授等认为层间距是影响

3

复合膜展现了超高韧性，其断裂韧性高达 36.7 ± 3.0 MJ/m ，同

纳米片与高分子基底之间相互作用和纳米复合膜力学性能的直接原

时其拉伸强度高达 1195 ± 60 MPa。这些纳米复合膜的力学性能

因，而纳米限域空间内高分子链的运动受限是其超高力学性能的根

远远高于传统方法制备的层状结构复合膜 ( 图 4)。另外，该方法

本原因。随着填充量的逐渐增大，纳米片层间距逐渐减小，层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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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链段的运动受限越来越强。当纳米片层间距减小到约 2.6 nm

与纳米片之间的相互作用位点也达到最大值，这是层状结构纳米复

的临界状态时，对应层间的高分子受限运动达到最大，层间高分子

合材料表现出优异力学性能的科学原因。

图 5 不同纳米材料填充量的复合膜。(a) 不同纳米材料含量的复合膜力学性能对比；(b) 不同纳米材料含量的复合膜 SAXS 表征结果对比；(c)
不同纳米材料含量的复合膜 DMA 结果对比；(d) 具有不同层间距的复合膜所对应的高分子链受限情况示意图

刘明杰，化学学院，教授，E-mail: liumj@buaa.edu.cn
（赵创奇 1，刘明杰 *）
刘明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化学学院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主要从事仿
生高分子复合凝胶的研究，并开展了其在防污减阻、软体机器人及可穿戴设备等领域的应用探索。近年来在
Nature, Nat. Rev. Mater., Nat. Commun., Sci. Adv., Angew. Chem. Int. Ed., Adv. Mater. 等共发表 SCI
论文 90 余篇。先后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防科技创新特区等科研项目。目前担任中
国化学会高分子学科委员会委员，学术期刊《高分子学报》、《Polymer》、《Giant》编委。曾获国际仿生工
程学会杰出青年奖、中国化学会纳米化学新锐奖、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研究创新奖等。
参考文献
[1]P. C. Zhang, F. L. Zhang, C. Q. Zhao, S. T. Wang, M. J. Liu and L. Jiang. Superspreading on immersed
gel surfaces for the confined synthesis of thin polymer films. Angew. Chem. Int. Ed. 55, 3615 (2016).
[2]C. Q. Zhao, P. C. Zhang, J. J. Zhou, S. H. Qi, Y. Yamauchi, R. R. Shi, R. C. Fang, Y. Ishida, S.
T. Wang, A. P. Tomsia, M. J. Liu and L. Jiang. Layered nanocomposites by shear-flow-induced
alignment of nanosheets. Nature 580, 210 (2020).
论文链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6-020-2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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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晶体喷墨打印制备及性能研究
2020 年 8 月 12 日，《Science
Advances》杂志在线全文刊发了我校张梦
副教授与来自剑桥大学等团队合作在二维
晶体材料喷墨打印制备技术方面的最新研
究 成 果“A general ink formulation of 2D
crystals for wafer-scale inkjet printing”。
剑桥大学 Tawfique Hasan 博士、杜伦大
学 Colin D. Bain 教授、北航“卓越百人”
张梦副教授为文章共同通讯作者。
二维晶体以其特殊的材料性能为（光）
电子学、光子学和传感器的发展提供了巨大
的潜力。近年来，研究人员致力于将喷墨打
印技术应用于二维晶体材料，以实现大面积、
低成本的光电子器件制造 ( 相关早期工作
可 参 见 Nature Communications, 8, 278,
2017)。然而，在喷墨打印过程中，墨水液

图 1 Marangoni 效应

滴由于液 - 气界面曲率的变化产生径向向外
的拉普拉斯压力，并在该拉普拉斯压力的驱
动下运载材料至液滴与基片界面边缘处形成
“咖啡环”状的非均匀沉积，这个问题严重
限制了该技术应用的可重复性和可扩展性。
研究人员提出，通过调控墨水溶剂成
分改变表面张力和挥发速率从而诱导墨水产
生 Marangoni 效应以有效抑制咖啡环效应
（图 1）。团队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双溶剂

图 2 喷墨打印制备的二维晶体

混合溶液被喷墨打印至基底后，诱导产生的

2）。作为演示，研究者通过喷墨打印制备

器件的性能参数浮动完全在二维晶体喷墨打

马拉高尼效应会增强液滴的扩展，引起液滴

了基于二硫化钼以及石墨烯 / 氧化铁二维混

印制造可接受的变化范围内。该研究在二维

与基底接触线处的材料持续扩散，从而使材

合材料的可饱和吸收体（4×8 阵列）、室

晶体大规模可重复性制备方面取得了突破。

料在基底上保持均匀的浓度分布。同时，在

温气体传感器（5×10 阵列）和光电探测器

该工作得到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

液滴的干燥过程中，液滴中心较厚处的表面

（45×100 阵列）。随机选择 16 个二硫化

基 金 委 员 会（51778030，51372220，

张力小于液滴较薄的边缘处的表面张力，从

钼可饱和吸收体应用于光纤激光器，输出脉

51322202）、英国工程和自然科学研究委员

而引起溶液从液滴顶点流向液滴边缘的马拉

冲测试表明其脉宽符合高斯分布，离散系数

会（EP/N025245/1，EP/L016087/1，EP/

高尼效应。该报道首次完整揭示了马拉高尼

为 3.3%；室温二氧化氮传感器和光电探测

G037221/1）、英国皇家学会、英国创新署

效应实现均匀喷墨打印的机制，这对于推进

器的响应离散系数分别为 2.5% 和 9.1%，

欧盟地平线 2020 研究与创新计划的支持。

二维晶体的可重复性大规模量产具有重要意
义，进而为电子器件产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张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E-mail: mengzhang10@buaa.edu.cn

理解该机制后，研究者合成了 10 余种
不同的二维晶体以及这些二维晶体的异质结

参考文献

构和混合体，并制备了它们的墨水。无论是

G. Hu et al. A general ink formulation of 2D crystals for wafer-scale inkjet

单线打印图样，还是大尺寸、大面积打印图

printing. Science Advances (2020). DOI: 10.1126/sciadv.aba5029

样，均展现出了良好的均匀性和一致性（图

论文链接：https://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6/33/eaba5029.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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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吸收特性的复合纳米材料及在高精度微波
谐振测控技术中的应用
[ 专利 ]
本发明专利涉及一种具有微波吸收特性的新型复合纳米材料及制备方法，微
波吸收材料是能将入射的电磁波能量转换为其他形式的能量而极少被反射回去的材
料。本发明利用镁粉、二氧化硅纳米粉以及二硫化碳气体的热化学反应得到碳包覆
非晶碳化硅纳米颗粒的复合纳米结构，具有优异的微波吸收性能。该方法所需原材
料廉价易得，并且易于扩大化生产。所制备的产物是由碳、硅、氧组成的纳米复合
材料，质轻且具有吸收红外和微波的特性。此类微波吸收特性的复合纳米材料可用
于实现高精度微波谐振测量计量的电磁屏蔽。
图 该新型复合纳米材料的微波吸收特性曲线

一种具有微波吸收特性的复合纳米材料及制备方法
（ZL2018114327981）
发明人：刘金章；李明；单光存
[ 论文 ]
科技部战略性国际合作创新项目（入选科技部“十三五”成果）

墨烯还具有超级大的比表面积，使得石墨烯基的高分子复合材料

“极低温区基准级测温系统”中的“高精度微波谐振测控技术”研

具有非常低的渗滤阈值，接近 0.1 vol[2]，即使对于低石墨烯含量

究任务负责人单光存教授与材料学院胡明俊副教授、刘金章副教授

的复合材料也可以达到高的电磁波介电损耗；此外，单层石墨烯

合作开展了基于二维材料的超薄高效电磁屏蔽及吸波体的研究，发

的层间距也对电磁屏蔽效能产生影响，不同的层间距会导致屏蔽

表 SCI 论文 2 篇 [4,5]。二维材料因其优势可在电磁屏蔽及吸波领

效能的显著差异及反射和吸收比例的不同 [3]，表明了结构设计对

域大显身手。石墨烯是最先发现的具有单原子厚度的二维材料，具

电磁屏蔽及吸收的重要性 [4,5]。其中，胡明俊、刘金章和单光存

有非常好的导电性，研究表明，单原子厚度的石墨烯的 EMI SE 值

等共同撰写的综述论文 Two-dimensional materials: Emerging

是 2.27 dB，意味着单层石墨烯能屏蔽掉 40% 的入射电磁波，并

toolkit for construction of ultrathin high-efficiency microwave

且其中被吸收的电磁波与反射电磁波的比值达到 9:1，表明了二维

shield and absorber【5】, 荣 获 Springer 和 高 教 出 版 社 的

材料在电磁波屏蔽和吸收上的无限潜力 [1]；除了好的导电性，石

Frontiers of Physics 2019 最佳论文奖。

（来稿：单光存）

参考文献
[1]Kostya S. Novoselov*, Daria Andreeva, Wencai Ren, Guangcun Shan, Graphene and Other Two-Dimensional Materials,
Front. Phys. 14(1):13301 (2019). Online: https://doi.org/10.1007/s11467-018-0835-6
[2]S. Stankovich, D. A. Dikin, G. H. B. Dommett, K. M. Kohlhaas, E. J. Zimney, E. A. Stach, R. D. Piner, S. T. Nguyen, R. S.
Ruoff, Graphene-based composite materials, Nature 442(7100), 282 (2006).
[3]Z. Lu, L. Ma, J. Tan, H. Wang, X. Ding, Transparent multi-layer graphene/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structures with
excellent microwave absorption and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shielding performance, Nanoscale 8(37), 16684 (2016).
[4]Deqing Zhang, Jixing Chai, Junye Cheng, Yixuan Jia, Xiuying Yang, Hao Wang, Zhenlong Zhao, Chen Han, Guangcun
Shan*, Wenjun Zhang, Guangping Zheng, Maosheng Cao*, Highly efficient microwave absorption properties and broadened
absorption bandwidth of MoS2-iron oxide hybrids and MoS2-based reduced graphene oxide hybrids with hetero-structures,
Applied Surface Sciences, 462, (2018) 872-882.
[5]Mingjun Hu*, Naibo Zhang, Guangcun Shan, Jiefeng Gao, Jinzhang Liu, Robert K. Y. Li*, Two-dimensional materials:
emerging toolkit for construction of ultrathin high-efficiency microwave shield and absorber, Front. Phys. 13 (4): 13811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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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国际交叉科学研究院快报》（英文版《REPORTER》）创刊于 2014 年，以中、英两种语言刊
载我校师生在基础、前沿、交叉科学研究中取得的成果。院刊始终秉持服务学校“双一流”建设，服务
人才培养和师生科研，促进信息交流、科学知识普及和传播，为校内外交流构建媒介的宗旨。院刊的发
展离不开领导、老师的大力支持和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新时代，新征程，让我们继续不断创造属于北
航人的“纪录”。
欢迎我校从事基础、前沿、交叉科学研究的师生向本刊来稿，让您的科研成果为更多读者所知所晓，
超越专业和学科的界限，共同赋予科学研究普世的价值。
来稿或咨询请联系：王睿，邮箱 rwang@buaa.edu.cn，电话 010-82316772。

关于科研发表成果介绍类文章的说明
1、文章须用中、英文双语撰写，图文并茂，在适当位置配以与文字内容相称的科学图表及图片说明，
以使内容更易于阅读和理解。语言通顺，论证严谨，逻辑性强，适度兼顾本专业科学性与适应大众读者
的科普性。
2、文章按标题、正文、作者信息和参考文献的顺序安排。
作者信息包括姓名，所在学院、中心、实验室、课题组，专业技术职务，奖励支持计划，E-mail 等。
参考文献主要为来稿中研究工作所涉及的成果引证，格式可参考下方示例：
[1]Purdy, T. P., Peterson, R. W. & Regal, C. A. Observation of radiation pressure shot
noise on a macroscopic object. Science 339, 801–804 (2013).
[2]Phipps Morgan, J., Parmentier, E. M. & Lin, J. Mechanisms for the origin of mid-ocean
ridge axial topography: implications for the thermal and mechanical structure of accreting plate
boundaries. J. Geophys. Res. 92, 12823–12836 (1987).
[3]Turcotte, D. L. & Schubert, G. Geodynamics: Applications of Continuum Physics to
Geological Problems (John Wiley, 1982).
[4]Leduc, P. et al. Enabling technologies for 3D chip stacking. I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VLSI Technology, Systems and Applications (VLSI-TSA) 76–78 (IEEE, 2008).
3、如所做研究工作被他引或报道，投稿时，可在参考文献后作附加说明和介绍。
4、稿件提交前需认真修订，并对其中的数据和图表等仔细检查，确保准确无误。研究生所投稿件，
须经过导师审核。
5、请将中、英文稿件分开放在两个 Word 文档中提交。请一并提供文章中插图的清晰原图，格式
为 JPEG 或 T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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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简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简称北航）成立于 1952 年，是新中国第一所航空航天高等学府，现隶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
建校以来，北航一直是国家重点建设的高校，是全国第一批 16 所重点高校之一，也是 80 年代恢复学位制度后全国第
一批设立研究生院的 22 所高校之一，首批进入“211 工程”，2001 年进入“985 工程”，2013 年入选首批“2011 计划”
国家协同创新中心，2017 年入选国家“双一流”A 类建设高校名单。
学校有 8 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并列全国高校第 7 名），28 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10 个北京市重点学科，
10 个国防特色重点学科。在 2017 年 12 月公布的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中，北航有 14 个 A 类学科，其中航空宇航科学
与技术、仪器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软件工程为金牌学科（A+ 学科）。工程学、材料科学、物理学、计算机
科学、化学、社会科学总论 6 个学科领域的 ESI 排名进入全球前 1%，工程学和材料科学进入全球前 1‰，具备了建设
世界一流学科的基础。凝聚了以 26 位两院院士、77 位“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教授、59 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获得者、5 位国家级教学名师等为代表的高层次人才，涌现出众多国家一等奖获得者、领域专家和型号总师，以及一大
批年轻有为、造诣精深的专家学者。
学校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先导，强化基础性、前瞻性和战略高技术研究，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关键瓶颈技术汇聚，
与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造顶级创新平台和一流科研团队，科研总量不断扩大，科研经费人均位居全国高校第一。现
有 9 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4 个国家级工程研究中心，3 个北京市高精尖创新中心，70 余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有 8
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12 个教育部创新团队，7 个国防科技创新团队。“十五”以来，北航共获国家
三大科技奖励 60 余项，其中，近 15 年获得 15 项国家级科技奖励一等奖，4 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创造了一所大学
连续获国家最高等级科技奖的记录，被社会誉为科技创新的“北航模式”。学校学术论文数量和质量协同增长，实现
了在《Nature》、《Science》等顶级期刊发表文章的突破。
云空高远启征程，星光璀璨映华章。迈入新时代，谱写新篇章。学校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世界一流大学，自觉把办学精神与服务国家使命融为一体，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加快建设扎根中国大地的世界一流大学，以“北航梦”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数据截至 2020 年 8 月）

								

https://www.bua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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