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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某知名厂商在法国官方推特上发布

消息，预告其将是第一个配备“石墨烯电池”的

手机品牌，并指出这种电池比以前的型号充电

速度更快、更耐用、更小巧。虽然不久这则消息

被删除，但这再次引起了人们对石墨烯及其在

电池中所起作用的关注。那么，目前到底有没

有“石墨烯电池”？当石墨烯遇到电池又会给我

们带来哪些惊喜呢？

我们知道，锂电池由正极、负极、隔膜、电解液

四大材料构成，目前主要应用的负极材料为石

墨。而石墨烯是从石墨中剥离出来、由碳原子组

成的只有一层原子厚度（0.35 纳米）的二维晶体，

各项性能优于石墨，具有极强导电性、超高强度、

高韧性、较高导热性能等，被誉为“新材料之王”。

人们希望其取代石墨充当电池负极，或者用于锂

电池其他关键材料，以期将锂电池的能量密度和

功率密度大幅提高。

目前，很多人将含有石墨烯材料的电池称为

“石墨烯电池”。“其实，称这些电池为石墨烯电池并

不十分科学和严谨，并且这个概念也不符合行业命

名原则，非行业共识。”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天津大学化工学院教授杨全

红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石墨烯因其独

特的物理化学性质，已经在锂电池中展示出巨大的

应用潜力。但是，作为一种碳纳米材料，石墨烯之

于锂电池并未超出目前常用碳材料的作用范畴。

虽然目前科技论文、企业产品等关于石墨烯提升锂

电池性能的消息屡见不鲜，但其核心储能机理并未

因石墨烯的加入而改变，因此将添加了石墨烯的锂

电池称为石墨烯电池并不恰当。

此外，从专业的角度，电池即便以关键材料命

名，也一般遵循“正极—负极活性材料”的规则，锂

电池的充放电，由锂离子在正、负极材料中的嵌入

和脱出来完成。因此，如果命名为石墨烯电池，则

石墨烯应该是主要的电极材料，但现在石墨烯类

似添加剂，在电池中的主要作用是提高电极的导

电性或者导热/散热特性，并不是电池正负极的活

性材料。因此并不能将这样的电池命名为石墨烯

电池，而将之称为石墨烯基锂电池则更准确。

“从目前技术发展阶段来看，石墨烯电池尚

未出现。石墨具有层状结构，这种结构给锂离

子的嵌入设置了一个闸口，是锂电池具有充放

电平台和高库仑效率的决定因素，也是其成为

锂电池关键材料的重要因素之一。”杨全红说，

相比而下，不具有层状结构的石墨烯用作锂电

负极的产业化前景不乐观，纯石墨烯的充放电

曲线与硬碳和活性炭材料非常相似，还有首次

循环库仑效率低、没有充放电平台及循环稳定

性差的缺点。因此，目前纯的石墨烯不存在取

代石墨类材料直接用作锂电池负极的可能性。

但石墨烯基复合材料有可能作为高性能电极材

料推动锂电池产业的发展。

石墨烯+锂电池≠石墨烯电池

“5G 时代来临，人们迫切需要电池能够做到

快速充放电、热传导快、能量密度高等性能。不

可否认的是，‘添加剂’石墨烯能够使锂电池性

能明显提升，部分解决目前的产业瓶颈。”杨全

“添加剂”让电池性能提升

当今的移动世界已离不开锂电池。美国阿贡

国家实验室能源存储联合研究中心负责人乔治·
克拉布特里曾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电池技

术。”不过，许多研究者认为，锂电池的能量密度已

经接近其天花板。

那么，未来会有哪些能够取代锂电池的技术？

据《科学美国人》杂志介绍，全球科研工作者

正在努力探索不同的技术路线，如锂硫电池、镁电

池、空气电池、液流电池等。

2013 年，美国化学工程师埃尔顿·凯恩斯基

于锂—硫技术研制出一种仅硬币大小的新型化学

电池，在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经历 1500

次充放电循环后，电池容量只损失一半。据介绍，

由于金属锂负极的使用，理论上锂—硫电池能量

密度是锂电池的 5 倍多。制造电池的 PolyPlus 公

司在实践中发现，增加硫和减少电解液会使电池

更容易坏掉。不过英国 Oxis 能源公司看好锂—

硫电池的前景，正在努力开发高能量密度且可应

用于电动汽车的锂—硫电池。

一些研究者认为，相比锂，下一代电池应该使

用更重的元素，比如镁。相比于一价的锂离子，二

价的镁离子能携带两个电荷，这意味着可以释放

的电能提高了一倍。不过，携带两个电荷的镁离

子移动速度缓慢，难以通过电解液和电极，就像是

在黏稠的糖浆中穿行。

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材料科学家克

里斯廷·佩尔松和麻省理工学院材料科学家赫布

兰德·塞德成立 Pellion 技术公司研发高容量镁电

池。其 2013年底公开的一大批专利表明，他们正

在研发更开放的电极结构，促进镁离子快速传

输。各大电子产品公司包括丰田、LG、三星和日

立等，都在研发类似的镁电池。

可能取代锂电池的技术

天天喊石墨烯电池天天喊石墨烯电池 其实都叫错了其实都叫错了
本报记者 华 凌 通讯员 张 辰 红表示。

据介绍，碳导电剂对于锂电池必不可少，但大

量非活性、轻组分的碳导电剂会降低电池体积能

量密度（单位体积储存的能量），这成为锂电池发

展的重要瓶颈。杨全红说，将石墨烯用作锂电池

导电剂，可以极大增加碳导电剂的单位碳原子导

电效率，一改碳黑等传统导电添加剂“点—点”接

触模式为“面—点”接触模式，可以构建“至柔至

薄至密”的导电网络，大幅降低不贡献容量的碳

导电剂用量，解决碳导电剂用量与高能量需求

之间的矛盾，显著提高电池的体积能量密度和充

放电性能。

此外，由于石墨烯具有良好的热传导性质，目

前主流手机厂商将石墨烯作为散热材料使用。作

为热量的优良导体，石墨烯同高活性物质的有效

接触、保护，一方面可降低电解液在其表面的副反

应放热；另一方面对其充放电，特别是快速充放电

产生的大量热可实现有效的热传递，降低电池工

作过程中的热隐患与热失控，让整个电池体系的

热循环更稳定。

迅猛发展的电动汽车和 3C 电子等移动智

能终端应用，要求二次电池具有尽量小的体积

和尽量高的体积能量密度。纳米技术使二次电

池的质量能量密度和充放电速度大幅提高，但

体积能量密度却很难通过纳米化技术提高。杨

全红表示，纳米材料的致密化是使电极材料同

时具有高的质量和体积性能的必由之路。石墨

烯是碳材料的基本结构单元，近期的研究表明，

基于胶体化学的石墨烯致密化技术，可以实现

多孔碳纳米材料的致密化，就像将膨化食品转

化为压缩饼干。这种技术在锂电池中最直接的

应用就是，可以实现高性能硅碳电极的致密化，

使单位体积锂电池的容量大幅增加，为消除电

动汽车的里程焦虑和 3C 电子等智能终端电池

的小型化提供解决方案。这可能成为未来石墨

烯在提高锂电池性能方面的重要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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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达尔文时代起，人们在植物对外界感知应变

能力方面的研究可谓车载斗量，也认识到植物虽不

能移动，但也绝不是呆头呆脑。然而，此前的研究

多停留在感知以及有机化合物、光电信号的传递

上，对植物通过声波传递信息的研究还罕有报道，

人们普遍认为植物王国几乎是沉默的。

然而最近，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艾·卡伊特

和欧文·莱温·爱泼斯坦等人所做的一项研究，首次

证明了植物在压力下会发出可远程检测且信息量

丰富的声音，这一发现或将改变人们对“沉默”的植

物王国的传统认知。

此前并未探测到植物发出
声波

声音本质上是一种波，通过空气传播，传到人

耳朵里引发鼓膜的振动。声音的大小，实际就是对

这种振动强度的反映。人类的耳朵可以听到的最

低频率约 20 赫兹，最高频率约 2 万赫兹，这是常见

的、较公认的理论值，超过这个范围，就只能借助一

些工具了。而一些动物，如狗和猫就能听到人类听

不到的很细微的声音。

此前大量研究表明，当植物暴露在干旱或有

害昆虫、草食动物威胁中时，会表现出表型的改

变，比如颜色、气味和形状的变化。它们所散发的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也会影响邻近的植物，

导致这些植物抗性增强。总的来说，人们已证明

植物能产生视觉、化学与触觉信号，而其他植物和

动物有时也能对这些信号做出反应。然而，植物

在受到胁迫压力下会发出声音的情况还没有得到

充分研究。

面对不同压力植物“叫声”
也不同

长期从事植物科学和粮食安全研究的艾·卡伊

特和欧文·莱温·爱泼斯坦等人，把番茄和烟草两种

植物都安置在一个隔声的消声箱中，在离植物 10厘

米的地方放置了可接收 20 到 100 千赫范围内超声

波的特殊麦克风，并录制番茄和烟草在干旱、切叶、

割茎以及灌溉等不同实验条件下的声音。结果发

现，植物在干旱胁迫和被砍切、侵害的情况下发出

的声音，明显多于正常对照组的植物。灌溉时植物

发出的声音很少，接下来的 4至 6天中，随着干旱程

度增加，每天的声音数量增加，然后随着植物萎凋、

干枯而逐渐减少。

研究人员发现，面对不同的压力源，这些植物

会发出不同强度的声音。

当烟草植株被榨干水分时，发出的声音比被切

断茎干时更大。另外，在没有直接的环境威胁或损

害的情况下，植株也会发出超声波，但比较少。

根据实验结果，切断植株的茎干时，番茄会在

一小时内发出 25次超声波“求救”声响，烟草则会发

出 15次可能象征“痛苦”的声响。而被榨干水分时，

番茄发出的声响次数更多，一小时达 35 次，而烟草

会发出 11次声音。

研究项目还首次报告了在 20 至 100 千赫超声

波范围内的植物声音，可被 3至 5米距离内的老鼠、

飞蛾等听觉敏锐的动物感受到。

一些生物可以听到植物的
声音并做出反应

这项研究目前发表在生物预印本网站 bioRxiv

上，虽然尚未发表于期刊并得到同行的审阅和认

证，不过研究者认为，研究将促进人类对全世界植

物演化和生态学的科学理解。

在一项初步研究中，他们还成功地记录了来自

刺五加和凤仙花等不同类群植物的声音。因此他

们预计许多植物都有发出声音的能力，但这些声音

的确切特征以及群体之间的相似性尚待确定。未

来的研究可探究不同状态下植物发出的声音，包括

疾病、寒冷、食草动物攻击或极端紫外线辐射等其

他胁迫，以及开花、结果等各个生命阶段。一旦构

建了一个大型植物声音库，就可以通过现代工具对

其进行分析，以获得更多的认知。

艾·卡伊特等人还提示，植物声音产生的机制

可能是气穴作用，即气泡在木质部形成和爆炸的过

程。不管其产生机制如何，这些声音都携带着信

息，并且可以被其他生物体探测到。

“研究已经证明了机器学习算法可以有效地对

植物声音进行分类。因此，其他有机体可能也进化

出了对这些声音进行分类并对其做出反应的能

力。”艾·卡伊特等人举例说，西红柿和烟草是飞蛾

幼虫的寄主，飞蛾能够听到实验记录的频率和强度

的超声波并做出反应，这些蛾子会避免在发出压力

声音的植物上产卵。

他们假设，另一些捕食者可能也会利用植物的

状态信息为自己谋利，例如，如果植物对毛虫的攻

击发出声音，蝙蝠等捕食者可以利用这些声音来探

测被攻击的植物并捕食毛虫，从而帮助植物；而附

近的植物可能也会听到其他植物受干旱胁迫或受

伤的信息，并作出减少蒸发等相应反应。

或许，未来经过深入研究，一种植物信号传导

的新途径或将大白于天下，到那时，人与植物实现

“对话”或将不是梦。

你知道吗，植物王国并不沉默

烟草和番茄面对威胁会“尖叫”
本报记者 赵汉斌

与石墨相比，不具有

层状结构的石墨烯用作

锂电负极的产业化前景

不乐观。从目前技术发

展阶段来看，石墨烯电池

尚未出现。

米团花，是喜马拉雅特有的一种唇形科植物。最近，中国

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活性天然产物发现与生物合成团队的

研究人员发现，一般虫子避之唯恐不及的米团花，却是绿孔雀

夜蛾幼虫的美食。通过层层解析，研究人员由此破解了昆虫

的一种新解毒机制。

该团队黎胜红研究组的郭凯博士介绍，他们近期发现，

米团花中含有丰富的细胞毒活性芳香松香烷二萜，这是一

类普遍存在于植物体中的天然物质，具有广泛的生物活性，

以及显著的生态学功能。芳香松香烷二萜是松香烷二萜中

最大的亚类，结构中含有特征的芳香性 C 环，稳定性较高，

毒性难于被其他生物代谢和降解，对植食性昆虫具有较强

防御功能。

正因如此，米团花很少被植食性昆虫取食。然而，研究组

经过多年观察发现，绿孔雀夜蛾幼虫能够适应米团花植物，并

取食这种看似有毒的植物叶片。通过仅用米团花叶片饲喂绿

孔雀夜蛾幼虫，并对其排泄物进行收集分析以及系统的化学

成分研究后，他们从中发现了两个具有断裂松香烷新颖骨架

的二萜多烯化合物 Nacnabietanins A（1）和 B（2）。

他们还发现，这两种化合物极不稳定，结构测定后，在冰

箱贮存过程中会很快自发降解。这两种断裂导致芳香 C环开

环的松香烷二萜非常罕见。研究人员推测，它们由米团花叶

中大量存在的化合物在昆虫体内经过特殊的酶催化生成。这

种将芳环裂解为末端双键的酶促代谢过程，可能正是绿孔雀

夜蛾幼虫的一种特殊解毒机制。

研究结果揭示了昆虫对植物芳香松香烷二萜的一种新解

毒机制，这种机制也可能被昆虫用来降解其他芳香性植物毒

素，并对含有稳定苯环结构的杀虫剂产生抗性，这对农业和园

艺行业杀虫给出了新的提示。这一研究结果已发表在《有机

化学通讯》上。

科学家发现新解毒机制
你用的杀虫剂或许对昆虫无效

新华社讯 （记者陈席元）记者近日从西交利物浦大学了

解到，该校与英国利物浦大学合作，在可控核聚变领域取得突

破，研究出一种可有效获取高纯度氘的材料。相关成果近日

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发表。

据西交利物浦大学化学系丁理峰博士介绍，可控核聚变

是一种绿色能源，但如何找到稳定的可控核聚变燃料，仍是一

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氢的同位素——氘，就是一种潜在的可控核聚变燃料，但

氘在自然界中的浓度很低。“通常，高纯度、高浓度的氘是通过

分离‘氢—氘’混合气体来获得的，但目前实现这种分离的技

术能耗大、效率低、价格昂贵。”丁理峰说。

由英国皇家学会会士、利物浦大学教授安德鲁·库珀带领

的中英联合团队设计出一种新材料，它能通过一种被称为“动

态量子筛分”的过程，将氘气体从混合气体中有效地分离出

来。

丁理峰和他的博士生杨思源为分离过程的理论建模作出

了重要贡献。与一般实验化学需要瓶瓶罐罐的试剂不同，计

算化学主要依靠高性能超级计算机，通过计算机模型来研究

分子层面的“氢—氘”分离过程，找出这种材料具备优秀性能

的原因。

“这是一种混合多孔有机笼状材料，它能从混合气体中选

择氘分子并大量吸附，是一种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丁理峰

说，“分子模型有助于确定后续实验方向，从而开发出更好的

分离材料。”

据了解，除了用作可控核聚变的燃料，氘还被广泛运用于

其他科学研究中，包括非放射性同位素追踪、中子散射技术以

及制药等领域。

有效分离氘气
为可控核聚变提供潜在燃料

本报记者 赵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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