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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信息码图案通过激

光雕刻技术嵌入水凝胶

中，借助水凝胶中荧光分

子的 AIE 效应，在紫外线

照射下，信息码图案会清

晰地显示出来，从而实现

信息储存。未来这种水凝

胶有望像硬盘一样存储大

容量信息。

说到储存信息的载体，大多数人第一时间

会想到硬盘。随着人们要储存的图片和视频越

来越多，对信息储存材料的存储容量和成本等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50 多年来，硬盘的存储

量从 5MB 增长到 TB 级，但也不能满足所有人

的需求。现在，一种新型信息储存材料——信

息码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仅几年时间，信息

码已从一维码、二维码发展到三维码，并得到

了广泛应用。

记者 10 月 20 日从华中科技大学获悉，该校

化学与化工学院教授吉晓帆团队与中国科学院

院士、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唐本忠团队合

作，研发出一种能实现信息大量存储的超分子水

凝胶。吉晓帆告诉记者，该水凝胶作为一种新型

信息储存材料，有望突破信息码存储信息单一的

瓶颈，可以像硬盘一样存储大容量信息。相关论

文发表在《先进材料》上。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信息储存的要

求也不断升级。吉晓帆说，硬盘在 1956 年刚问

世时仅可储存 5MB 的信息量，随着技术的不断

进步，其信息存储量从 1973 年的 30MB，增加到

2007 年的 TB 级，存储容量可谓突飞猛进。“从低

存储量到 TB 级高存储量，硬盘的快速发展极大

促进了信息社会进步。”

近年来，以二维码为代表的信息码，在商品

流通、图书管理、防伪和保密等众多领域广泛应

用，但其往往只能存储单一信息，不能满足社会

发展需求。那么，能不能让信息码像硬盘一样可

以存储大容量信息呢？吉晓帆信心满满地告诉

记者：“这个看似遥不可及的想法，正一步步成为

现实。”

目前，根据图案类型，信息码可以分为一维

码、二维码和三维码。一维码也称为条形码，它

将多个宽度不等的黑白条纹，按照一定编码规则

排列（一维方向上）出平行线图案；二维码则是用

某种特定的几何图形，按一定规律在平面（二维

方向上）排列出黑白相间、记录数据符号信息的

图形；彩色三维码是以传统黑白二维码为基础，

加以不同颜色矩阵，构成独特彩色图像。

虽然一维码、二维码、三维码原理不同，但本

质上都是将文字（数字）图像化，便于机器（终端）

快速识别、录入的一种图像编码。

吉晓帆介绍，与传统信息储存材料相比，信

息码材料可以相对直观地展示，且数据读取更加

方便快捷。

读取信息码数据更方便快捷

为了提高信息代码的存储能力，吉晓帆等人

设计了一种水凝胶。据吉晓帆团队相关负责人

介绍，要让水凝胶存储信息，首先要想方设法让

水凝胶显色，从而展示出相应的信息图案。而传

统荧光生色团在高聚集状态下，荧光会减弱甚至

不发光，即显示出聚集荧光猝灭效应（ACQ）。

“码中码”可实现多层次存储

“生活中，信息码的应用已经随处可见。”

吉晓帆说，未来信息码将在物流、医疗、旅游、

金融等众多领域广泛应用，推动信息存储技术

蓬勃发展。

但现在的研究大多基于一维码、二维码或三

维码的独立应用，每种信息码都只能存储一种信

息。而吉晓帆团队研发的新型储存材料水凝胶，

可以进行多信息存储，具有突破性意义。

据团队相关研究人员介绍，水凝胶的结构与

生命组织相似，且无刺激、无致敏性，在与人体组

织、血液等相接触时，其表面黏附细胞及蛋白质

的能力很弱，表现出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此外，

水凝胶中含有大量水分，以水为溶剂，具有环保、

清洁、极易获取等特点，这也使这种材料在应用

中具有显著优势。近年来，相关产品已成功作为

创面护理敷料、退热贴、药物载体等广泛应用。

当水凝胶作为信息储存材料时，其柔性特点及生

物相容性优势，将使它在可穿戴智能设备、柔性

器件等领域具有更大的应用价值。

与无机硅、量子点等信息存储技术相比，

AIE 水凝胶具有易于调控、便于加工等优势，有

望为实现新一代信息存储技术提供有效的解决

方案。

“虽然优势明显，但仍需技术突破。”吉晓帆

介绍，水凝胶在干燥环境下容易快速失水变干，

在严寒气候下又容易冻结，从而损失某些功能。

另外，水凝胶在实现信息存储时，需通过激光雕

刻将信息码图案嵌入凝胶中，这无疑加大了生产

工艺的难度。

在论文中，该团队只进行了有限的信息存

储效果展示。“理论上，如果我们在凝胶组装体

的各个凝胶单元中嵌入更多信息码图案，就可

实现对无限多的信息存储。”吉晓帆说，但这面

临着一个现实问题，当需要在一定规格的水凝

胶中引入大量信息时，图案数量大大增加，而图

案面积就会相对缩小，这对生产工艺的要求十

分严格。若要实现大规模应用，更精密的生产

设备还有待攻关。

水凝胶大规模应用仍待破题

7 个月前还是寸草不生的盐碱地，现在映入

眼帘的是一片金灿灿的稻田。能让盐碱地里长

出作物，要归功于一种基于粉煤灰研制而成的

新材料。

10月 10日，在宁夏农垦贺兰山农牧场，由中

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和北方民族大学联合

研发、宁夏科技厅立项支持的“粉煤灰基土壤调

理剂盐碱地改良技术开发与应用项目”举办了

成果展示。

测试人员从种植面积 340 亩的试验田中随

机取样，现场测试水稻生长情况。最终，未改良

的对比田亩产 496 斤，加了 3 吨粉煤灰基改良材

料的稻田，亩产则高达 1439 斤。这一检测结果

令科研人员非常欣喜。

成分与土壤相似，具有制
备土壤改良材料的天然优势

粉煤灰是燃煤电厂排出的主要固体废物，

主要来源于以煤粉为燃料的火电厂和城市集中

供热锅炉。粉煤灰中未燃烧的有机物含碳量较

高，易对环境造成污染。

当前，我国粉煤灰年排放量近 6 亿吨，后续

以低端利用为主，利用率仅 70%，累计堆存超 30

亿吨，且以每年 2亿吨的速度在增加。粉煤灰占

用大量土地，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粉煤灰主要堆

存于宁夏、内蒙古、新疆等地。这些地区也是我

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土壤盐碱化严重。仅宁夏

盐碱面积就达 260 万亩，占耕地面积的 40%，亟

须土壤改良。

其实，作为固废，粉煤灰并非一无是处。

“粉煤灰化学成分与土壤相似，以易于结构

改性的铝、硅为主，且富含植物生长所必需的中

微量元素，具有制备土壤改良材料的天然优

势。”北方民族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韩

凤兰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针对宁夏地区粉煤灰产生量大、传统途径难

以消纳、大面积盐碱化土地亟待改良的现状，中国

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和北方民族大学联合研发

团队在国内首次提出了粉煤灰无害化和定向选择

性活化后用于盐碱化土壤改良的新思路。即采用

粉煤灰改性与多养分协同集成技术制备粉煤灰基

新型土壤调理剂，开展盐碱地改良系统研究，修复

盐碱土壤，并同步实现粉煤灰的大宗消纳。

采用特殊结构材料，从
根源上解决土壤盐碱化问题

循环、绿色、低碳，这是团队始终秉承的发

展思路。

据介绍，研发初期，他们深入分析了盐碱地

形成机理和盐碱对土壤结构的影响，决定摒弃

盐碱地改良目前普遍采用的大水漫灌洗盐排盐

的传统方法，提出了创新性技术路线，即采用特

殊结构材料抑制盐碱向地表迁移，从根源上解

决土壤盐碱化问题。

粉煤灰重金属深度脱除、粉煤灰定向活化、

盐碱土壤结构再造、土壤养分平衡……在多个

核心技术取得突破后，研发团队成功研发了粉

煤灰基盐碱地改良新材料制备及应用技术。

随后，团队连续 3年开展了近千亩的大田试

验验证与应用示范研究，取得了良好效果。他

们还进行了调理剂制备放大实验，查明放大规

律及核心设备运行规律，并完成大田实验验证，

为大范围盐碱地改良提供了理论和数据支撑。

“今年 3月份的时候，这里还什么都不长，当

时 土 壤 pH 值 高 达 10.4，盐 化 度 达 到 5.6 克/千

克。经过一个种植季的改良，目前土壤 pH 值降

到了 8.4，盐化度也锐减至 0.8克/千克，该盐碱程

度可满足绝大多数作物生长需要。”中国科学院

过程工程研究所研究员马淑花表示，改良后的

土壤重金属含量完全符合《GB15618-2018 土壤

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的要求，收获的作物重金属含量也符合国

家关于食品中重金属限量标准。

马淑花指出，该项技术如在全国大面积推

广，不仅有望实现粉煤灰固废“零排放”，而且能

增加我国农田有效供给 3亿亩以上，对于煤电行

业和农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及“双碳”战略的贯彻

实施均具有重要意义。

粉煤灰“转行”改良土壤，盐碱地里稻花香

粉煤灰化学成分与土壤相似，以易于结

构改性的铝、硅为主，且富含植物生长所必

需的中微量元素，具有制备土壤改良材料的

天然优势。

韩凤兰
北方民族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采用采用““码中码码中码””策略策略，，实现大规模信息存储实现大规模信息存储

超分子水凝胶或让未来超分子水凝胶或让未来““硬盘硬盘””变变““软软””
早在 2001 年，唐本忠院士团队就已经发现

了一种特殊现象：一些荧光分子在聚集状态下

反而会显示出更加强烈的荧光，并提出这是一

种聚集诱导发光（AIE）效应。随后，具有 AIE

效应的荧光分子不断在智能传感材料、液晶或

偏振光材料、高效率的 OLED 显示和照明材料、

细胞器成像和长效追踪的荧光探针等众多领

域应用。

借助这种荧光分子的优良发光性能，吉晓

帆 团 队 设 计 并 制 备 了 3 种 不 同 荧 光 颜 色（红

色、黄色、蓝色）的 AIE 超分子水凝胶。通过凝

胶界面超分子组装，形成稳定的水凝胶组装

体，可作为彩色三维码存储信息。他们通过激

光雕刻技术将信息码图案嵌入水凝胶中，借助

水凝胶中荧光分子的 AIE 效应，在紫外线照射

下，信息码图案会清晰地显示出来，从而实现

信息储存。

研究团队还提出了“码中码”策略，将不同类

型信息码嵌入 AIE超分子水凝胶中。如此，不仅

分别实现了对一维信息或二维信息的大量存储，

还可实现对一维、二维、三维信息的多层次存

储。通过“码中码”策略，他们不仅设计了“三维

码中的一维码”和“三维码中的二维码”，还将一

维码和二维码同时植入到三维码中，设计出“三

维码中的一维码和二维码”，提高了信息码的存

储容量。

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记者 10 月 20 日从长沙理工大学获悉，该

校贾传坤教授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以废旧沥青为碳源，制备出具三维

孔状结构和高比表面积的介孔碳材料。以该材料作为锂离子电池负极材

料，比容量可比现有商用石墨提高近 52%。

研究还发现，介孔碳材料作为电极，在钠离子电池、钾离子电池和大

规模储能液流电池中均可表现出优异的电化学性能。这一将废旧沥青用

作储能电池负极材料的重大成果一旦实现产业化落地，有望大幅度降低

负极材料的成本，助力新能源存储及“双碳”目标的达成。研究成果日前

在线发表于国际能源期刊《电源杂志》。

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的利用，存在不稳定、不连续的问题，须为其配

备适合的储能装置。因不受地域限制、响应快、使用方便等优点，电化学

储能成为发展迅速、产业化应用潜力大的热门技术之一。决定电化学储

能电池性能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电极材料。研发价廉物美的新电极材

料，对推动电化学储能商业化进程尤为关键。

沥青是广泛应用的道路材料，我国公路每年因路面维护所产生的废

旧沥青混合料有近 2亿吨。扔掉这些废旧沥青混合料不仅造成极大的资

源浪费，还占用大量土地，处理过程也会带来环境污染。因此，亟须开发

新的废旧沥青回收处理方法。

“废旧沥青在储能中的资源化利用，不仅有效解决了废旧沥青带来的

环境污染和回收成本高等问题，也为研发低成本高性能的锂、钠、钾等离

子电池负极材料和液流电池电极材料提供了新思路，一举两得。同时，回

收处理用的样机我们也已研发和制造出来，这项成果正在洽谈落地产业

化阶段。”贾传坤说。

用于储能电池负极

废旧沥青再“上岗”

科技日报讯 （记者颉满斌 通讯员杜娟娥）记者 10 月 20 日获悉，日

前，甘肃酒泉钢铁集团宏兴股份不锈钢分公司（以下简称酒钢宏兴）成功

研发出钢水纯净度要求最高的钢种之一——手机 LOGO 用不锈钢。该

钢种的研发成功，扩展了酒钢宏兴不锈钢高附加值产品种类，打破了国外

钢厂对该领域的垄断。

手机 LOGO 是吸引眼球的重要设计，其富有个性的设计往往是品质

的体现。手机 LOGO 用不锈钢属于小批量生产钢种之一，吨钢利润远高

于普通不锈钢。由于其质量要求苛刻、生产难度大，因此国内知名手机

LOGO普遍采用进口不锈钢加工。

“手机 LOGO 用钢的钢水既要具备高纯净度，又要使夹杂物具备塑

性化，这在冶炼工艺控制方面是相互矛盾的，往往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要

满足这两方面的需求，工艺控制难度极大。”酒钢宏兴技术质量部工程师

陈兴润介绍说。

为了使产品具有良好的表面质量和力学性能，酒钢宏兴研发人员对

国外知名手机企业的 LOGO 样品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查阅大量国际学术

期刊资料后，提出实验室研究方法。

今年上半年，项目组集中进行攻关，通过热力学理论分析和大量渣—

钢平衡实验，攻克了手机 LOGO 用不锈钢冶炼关键点，开发出新的冶炼

工艺，使硅酸盐、球状氧化物夹杂物均达到了进口不锈钢材料夹杂物的含

量水平。截至今年 9 月，酒钢宏兴研发的手机 LOGO 用不锈钢共实现供

货 600余吨，一级品率 100%，产品质量受到客户一致好评。

据悉，手机 LOGO 用不锈钢的成功研发，极大地激发了酒钢宏兴技

术人员自主创新的信心。公司后续还将继续研发低磁钢、精密压延料等

高附加值产品。

手机LOGO用不锈钢

在我国研制成功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长锋）记者 10 月 20 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

悉，该校高敏锐教授课题组与唐凯斌教授课题组合作，提出增强材料共价

性来稳定催化剂结构的设想，在催化剂硫化铟中引入锌，提高了铟-硫键

的共价性，有效抑制了催化剂中活性成分“硫”的流失，保持了其在电催

化二氧化碳还原中的稳定性。该成果已在线发表于《自然·通讯》。

电催化二氧化碳还原，为“碳中和”提供了有潜力的新方法。目前研

究人员设计并研制的催化剂能有效催化二氧化碳制备一氧化碳、甲酸和

乙醇等多种碳基燃料。然而，这些催化剂在高速率电解过程中会发生团

聚、活性物质相变、元素溶解等现象，导致选择性迅速降低。因此，为了实

现电催化二氧化碳还原成甲酸的工业级制备，必须研制活性和稳定性兼

备的催化剂并理解相关稳定性机理。

研究人员采用相同合成策略，制备了无锌和有锌的两种硫化铟催化

剂。所制备催化剂具有相同的形貌、尺寸和比表面积，保证了两者性能的

公平比较。电化学性能测试表明，在中性电解环境中，有锌条件下制备的

催化剂展现出更优的法拉第效率。特别重要的是，锌的引入赋予了催化

剂卓越的催化稳定性：在未间断的连续电解过程中，该催化剂能在工业级

电流密度下稳定催化二氧化碳还原生成甲酸产物达 60小时，并且保持产

物法拉第效率在 97%左右。

研究人员对催化剂进行了严格地结构稳定性测试，利用 X 射线光电

子能谱、STEM-EDX 元素分析和 ICP等分析技术，证实了在 60小时的大

电流二氧化碳电解后，有锌催化剂中每种元素的含量和化学态几乎没有

改变。该成果为设计和创制在工业级电流下长时间“服役”的电催化二氧

化碳用催化剂提供了新的思路。

把二氧化碳还原成甲酸

新催化剂可稳定“服役”6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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