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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大学柳清菊教授团队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唐军

旺教授团队、华东师范大学黄荣教授团队合作，以单原子

铜锚定二氧化钛，成功制备新型光催化剂，其分解水制氢

量子效率高达 56%。这意味着“水变氢”有了一条可实用

化的新路径。

寻材问料

“滑冰驭雪”都需要装备的

加持，小到冰刀、头盔，大到钢

架雪车、雪橇，每个装备的小

小突破，都可能对比赛成绩产

生颠覆式影响。而新材料的

应用，正在不断使冬奥装备和

比赛成绩获得突破。

◎本报记者 王迎霞 通讯员 张 静 何媛媛

近日，宁夏发布 2021 年认定的第二批高新技术企业备案公示名单，

因首次实现颗粒硅在大尺寸热场中试验成功，同时掌握了在业内最先进

炉型中使用颗粒硅的技术，宁夏协鑫晶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

夏协鑫）上榜。

统计显示，宁夏作为我国富煤省区之一，2019 年经济总量不到全国

0.4%，能耗和碳排放占比却达 1.6%，碳排放强度全国最大、人均碳排放量

全国第二。

“我们不断强化技术创新，推进工艺迭代，最终形成产业核心竞争力，

拿到了这一官方权威认证，这将对宁夏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产生

积极促进作用。”宁夏协鑫生产总监王思锋说。

光伏新材料创造二氧化碳当量最低纪录

“煤炭是宁夏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主要来源。而‘十四五’期间要创

建减碳零碳体系，首先离不开光伏、风能等可再生能源领域新材料的发

展。”宁夏清洁发展机制环保服务中心总工程师、副研究员柳杨说。

位于黄河之滨中卫市的宁夏协鑫，就是一家专业致力于光伏新材料

研发和生产的上游企业。

直径只有 2毫米左右、一袋 10公斤装的颗粒硅，看起来更像真空包装

的小绿豆。别看它们个头小，与传统的西门子法生产的棒状硅相比，具有

多个技术优势。

西门子法生产的棒状硅在使用时，需要将其人工破碎后再向炉内装填，不

仅有引入杂质的风险，且人工破碎会出现不规则的情况，填装过程中也容易卡

料，导致生产被迫中止。“颗粒硅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它的流动性非常好，而且

纯度高、体积密度大、使用成本低，能使自动化生产变得可控。”王思锋说。

最重要的是，颗粒硅可有效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据计算，相较西

门子法生产的棒状硅，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同体量的颗粒硅，二氧化碳排放

量可降低 74%左右，整体能耗可降低 65%—70%。

“继 2021 年 5 月领到国内颗粒硅方面首张碳足迹证书后，2021 年 10

月底，我们又取得了由法国国家能源署颁发的协鑫 FBR 颗粒硅产品碳足

迹认证证书。”王思锋说，证书显示，每生产 1000 克颗粒硅的碳足迹数值

仅为 37.000 千克二氧化碳当量，大大刷新了德国瓦克公司此前创下的每

千克碳化硅 57.559千克二氧化碳当量的全球最低纪录。

可解决光伏行业能耗和绿色发展难题

“宁夏协鑫下大力气研发推广颗粒硅，为的就是解决光伏行业能耗和

绿色发展难题，加快推进光伏发电从平价时代迈向低价时代和零碳时

代。”王思锋指出。

为让下游客户尽快批量应用颗粒硅，宁夏协鑫控股公司——江苏中

能硅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中能）大胆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颗粒硅产品交予宁夏协鑫先行先试。

试用过程中，宁夏协鑫研发团队与江苏中能保持零时空沟通，生成了

大量实用数据，助力颗粒硅品质不断改进提升。团队采用相应的二次加

料器及加料工艺进行不同颗粒硅投料比例验证，针对 4种不同炉型，逐步

摸索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生产工艺。

通过使用颗粒硅，宁夏协鑫生产经营中各项关键性指标持续向好。

与去年同期相比，生产成本下降 7.7%，营业收入增加 81%。

小小颗粒硅生动诠释了一个道理：要想实现“双碳”目标，科技创新与

工艺迭代是不二法宝。

据介绍，宁夏计划到 2035年实现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达到全国平均

水平，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目前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的编

制工作已经启动。

然而不争的现实是，作为欠发达地区，宁夏尚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

速发展阶段，产业发展依然依赖高碳产业结构。此情此景下，实现“双碳”

目标，任务艰巨。

“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做好战略谋划，确定重点领域，才能兼顾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宁夏科技厅副厅长陈放指出，希望颗粒硅新工艺能够有

力推动宁夏重点行业和区域相关碳减排政策举措研究，推动宁夏经济、能

源、产业结构低碳转型升级。

颗粒硅工艺迭代

推进光伏发电迈向零碳时代

科技日报讯（通讯员周伟 记者金凤）氨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基础化学

品之一，在现代工农业生产中具有广泛用途。但传统的合成氨工艺需要

在高温高压条件下进行反应，能耗高且造成大量温室气体排放。目前，能

够在常温常压下实现氨合成的电催化合成氨技术，被公认为是一种绿色

节能的高效碳减排技术。其中，设计制备高活性和稳定性的电催化剂是

该技术实用化的关键。

近日，南京工业大学吴宇平教授课题组联合武汉理工大学的赵焱教授

课题组最新研究证明，新型单原子催化剂“钼单原子负载的二维磷化硼催化

剂”是一种很有前途的电催化合成氨催化剂，有望大幅提高制氨的产率，减

少物料和能量的浪费。相关成果发表于《能源与环境材料》上。

目前，在全球低碳经济和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理念的影响下，开发新

型绿色合成氨技术替代传统合成氨工艺是当今的研究热点之一。其中，

电催化还原氮气合成氨技术具有独特的优势，被公认为是一种能够在常

温常压下实现氨合成的绿色节能高效技术。

“电催化合成氨技术实用化的关键，是要设计制备出高活性和高稳定

性的电催化剂。为了筛选出这样的催化剂，我们用缺陷二维磷化硼（BP）

作为载体材料，然后将 12种过渡金属单原子分别负载于 BP上，从中筛选

出新型单原子合成氨催化剂。”吴宇平介绍，团队通过研究筛选发现，钼单

原子负载的二维磷化硼催化剂材料，不仅具有高效的氮气活化还原合成

氨能力，同时在抑制析氢竞争反应等方面性能同样突出。

“合成氨本质上是一种还原反应。氮气分子在常温常压下具有一定

的惰性，钼单原子负载的二维磷化硼催化剂材料可以使其活化，从而促进

还原反应过程；并且这种催化剂还能减少反应过程中氢气的释放，抑制析

氢竞争反应。”论文第一作者、南京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刘再春解释，相关

研究证明，新催化剂对发展高效碳减排合成氨技术具有重要意义。

新型催化剂

助力高效绿色制备氨气

体育竞技不光是力量的比拼，更是科学与技

术的较量。这种较量尤其体现在冬奥会的冰雪

竞速项目上。

“滑冰驭雪”都需要装备的加持，小到冰刀、

头盔，大到钢架雪车、雪橇，每个装备的小小突

破，都可能对比赛成绩产生颠覆式影响。而每个

装备的“小突破”，都在于其背后深入的科学研究

和新材料的应用。

碳纤维材料头盔实力保
护雪车运动员

头盔在冰上竞速项目中随处可见，因为冰雪

运动速度快、冲击力强，头盔的作用是保护运动

员安全，并且在此基础上，做到气动减阻。

冬奥会的雪车项目是速度最快且观赏性极

强的项目，被称为“雪上 F1”。雪车滑行最高时

速可达 160公里左右，风驰电掣的高速行驶使胜

负常在毫秒之间。因而，雪车头盔成为运动员的

重要防护装备，同时也是优化阻力的关键。

东莞理工学院体育工程与运动康复科研团

队副教授李楠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在材料的使用

上，国内自主研发的雪车头盔采用强度高、防撞

性能优异的中国航天 T800 碳纤维材料制成。

T800 碳纤维是一种含碳量在 95%以上的高强

度、高模量纤维的新型材料。由于材料经过碳化

及石墨化处理，因此具备密度小、强度高等优点，

根据相关资料，碳纤维材料的密度比铝还要低，

但是强度却比钢铁还要大。

李楠表示，用 T800碳纤维材料制成的头盔，

重量仅约 1.1 千克，比之前国家队使用的头盔减

少了 500克，有效地为运动员减少了负重。在减

重的同时，头盔内部材料缓冲层还采用了 3D 打

印点阵结构，可以抵御头盔在遇到碰撞时的各种

冲击力，更好地保护运动员的头部。“依靠我们的

核心技术，国产雪车头盔的硬度比美国标准增强

了 50%多。”李楠说。

复合材料涂层降低冰刀
滑行摩擦力、增大抓冰力

专业冰鞋的冰刀由两层钢构成，上面是具有

一定弹性的软钢，下面是硬钢，两层钢经研磨和磨

锋后，形成高硬度、低粗糙度的刀刃，从而在不降

低冰刀韧性的情况下，大大提高刀刃的寿命，减小

了冰刀与冰之间的摩擦力，提高了滑行速度。

负责为运动员进行减阻设计实验的清华大

学机械系主任汪家道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一款好

的冰刀，滑行时前进方向的摩擦力要小，侧向蹬

踩冰面时摩擦力要大，才能增加运动员的滑行速

度。汪家道团队对冰刀进行了创新设计，在原有

冰刀的基础上进行了增强处理，即在冰刀表面涂

上薄薄的复合材料涂层，使冰刀两侧硬度增强，

降低滑行摩擦力，提高耐磨损能力，增大抓冰

力。试验数据显示，增强处理后，冰刀侧面硬度

增强 19%，前进方向摩擦力降低 16%—22%，侧向

蹬踏摩擦力增强超过 30%，由此实现了增速减阻

的目的。

据了解，目前改进后的冰刀设备正在国家集

训队应用测试，服务北京冬奥会运动员备战比赛。

特制薄膜让滑雪板拥有
“自带打蜡”功能

越野滑雪项目的基础设备是雪板与雪杖，雪

板用于竞速，雪杖辅助控制。除此之外，运动员

参加项目还有一个看似微不足道实则至关重要

的环节——打蜡。

雪板是一个复杂结构，一般由板底、板刃、

复合层、板面组成。雪板底层是一层聚合物材

料做成的膜，在雪板底层膜上打蜡，蜡与雪直

接接触，会降低雪板整体的摩擦力，从而实现

速度的提升。

“打蜡的流程与原理是，将蜡体打到雪板板底

的膜上，然后蜡会浸入膜内，由此起到润滑效果。”

汪家道团队由此提出了一个颇具颠覆性地想法：

为什么不研制一个“自带打蜡功能”的雪板呢？

于是，他们将润滑蜡做成微纳米颗粒，然后

将其与板底聚合物材料混合、烧结、挤压成薄膜，

以此替代滑雪板原有的底膜。

“这个膜的好处显而易见，蜡融铸其中，在运

动员滑雪过程中，润滑蜡会不停释放出来。”汪家

道告诉记者，在制作该薄膜时，蜡的使用量可随

意调整，这是原来依靠打蜡浸润的方式所无法实

现的。“这就好比将需要不停更换子弹的武器变

为无需填充弹药的武器一样，在 15公里、30公里

等越野滑雪项目上，‘自带打蜡功能’的滑雪板优

势明显。”汪家道说。

要实现上述功能的一个关键技术是使用什

么蜡，且如何使其改性。清华大学与中国科学院

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合作，选定市场上的蜡后，

再针对冰雪表面需要对其进行疏水改性，制作出

特有的润滑蜡微纳米颗粒。汪家道表示，与传统

雪蜡生产商 SWIX（挪威享誉世界的户外运动品

牌）的产品相比，改性后的新型蜡不受“打蜡”局

限，选择范围更广泛。

这些装备材料的“小心机”
或带来冬奥比赛成绩的“大突破”

在太阳光或一缕 LED 紫外光照拂下，玻璃

烧杯中加入一点点白色粉末，无须加热也无须其

他能源，烧杯里的水便可源源不绝产生氢气，且

经过数百小时的实验，这种白色粉末的量并未衰

减。在云南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实验室，你能见

到这样的“奇观”。

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洁净的氢成为未来

的重要能源，高效、低成本制氢，特别是光解水制氢

是科学家研究的方向。1月10日，国际著名期刊《自

然·通讯》发表了云南大学柳清菊教授团队与英国伦

敦大学学院唐军旺教授团队、华东师范大学黄荣教授

团队合作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以单原子铜锚定

二氧化钛，成功制备新型光催化剂，其分解水制氢量

子效率高达56%，被审稿人称为“世界纪录”。这意

味着“水变氢”有了一条可实用化的新路径。

氢能是一种清洁无污染的可再生能源，燃烧

值很高，可达每千克 140 兆焦耳，其具有来源丰

富、燃烧产物无二次污染等优点，有望代替石油

和天然气，因而受到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若能

得以大规模实际应用，将为“双碳”目标的顺利实

现作出贡献。

“目前，制备氢的主要方法有化石燃料制氢

和电解水制氢，但两种方法都需消耗传统能源。”

柳清菊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化石燃料制氢，二

氧化碳排放量大，每生产 1 千克氢气，将产生 10

千克左右的二氧化碳；而电解水制氢也存在能耗

和成本问题。“在环境和能源问题日益严重的今

天，开发清洁、可持续、低成本的制氢技术，推进

氢能的发展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柳清菊说，采

用光催化技术，利用太阳能驱动水分解制氢是一

种极具发展前途的新方法。

自 1972 年科学家发现二氧化钛半导体具有

光催化性能以来，光解水制氢一直受到学术界及

产业界的关注与重视。在能量大于或等于半导体

禁带宽度的光照射下，光催化材料价带中的电子

吸收入射光子的能量跃迁到导带，形成“电子—空

穴”对，空穴和电子迁移到材料表面，与表面吸附

的水分子发生氧化还原反应，也就是电子与水发

生还原反应产生氢气，空穴氧化水产生氧气。

然而，由于电子带负电，空穴带正电，使得光

催化材料中光照所产生的“电子—空穴”很容易

复合，导致产氢量子效率低下，严重阻碍了光解

水制氢的发展。因此，如何阻止“电子—空穴”的

复合，提高光催化制氢效率，成为目前国际上光

催化研究领域的重大挑战之一，也是制约光催化

制氢技术实用化的瓶颈难题。

这其中，光催化材料是核心。而光催化材料

的活性、稳定性和成本是决定光催化技术能否实

际应用的关键。

提高催化效率
才能助推光解水制氢走向实用化

金属单原子催化剂是近年来迅速发展起来

的新型催化剂。相比传统金属催化剂，金属单原

子催化剂中的原子以单个的形式负载在载体上，

在催化反应中可充分参与反应，实现反应活性中

心的最大化，利用效率可接近 100%，在理论上可

以同时提高催化活性并降低成本。然而由于单

原子具有极高的表面能，在合成和催化反应过程

中容易团聚、稳定性差、寿命短且制备成本高，阻

碍了其实际应用。

“这次起光催化作用的二氧化钛，是一种钛和

氧规则排列的晶体，我们通过独特的合成工艺，在

其中生成大量的钛空位。”柳清菊向记者解释，有

了这些钛空位，就可以请铜离子来帮忙“补位”。

“通过对钛基有机框架材料 MIL-125 中钛

空位的设计和可控合成，我们研制出具有大比表

面积和丰富钛空位的二氧化钛纳米材料，以此为

载体锚定过渡金属铜单原子，使铜与二氧化钛形

成了牢固的‘铜—氧—钛’键。”柳清菊介绍，在光

催化制氢反应过程中，一价阳离子铜和二价阳离

子铜的可逆变化，大大促进了光生“电子—空穴”

的分离和传输，大幅提高了光生电子的利用率，

使产氢量子效率获得突破，达到 56%。这项突破

获得了欧洲科学院院士、伦敦大学学院光催化和

材料化学终身教授唐军旺团队的验证。

铜离子“补位”
新型光催化材料设计制备突破瓶颈 新研制的二氧化钛基光催化材料，具有性能

稳定、无毒、无二次污染等优点，且生物相容性

好、制备方法简单、成本低，与传统方法相比优势

明显。通常含贵金属的催化剂，催化活性高，但

相应的成本也极高。“新材料中，我们用的是‘贱

金属’铜，它储量大、价格低、易获得，这是成本降

低的第一个方面。”柳清菊介绍，此外，原有的催

化材料中单个金属原子活性很大，很容易形成团

簇，使得催化活性降低。研发团队将铜原子牢固

地锚定在钛空位上，不容易团聚，创新性地解决

了这个问题，稳定时间很长，在常温常湿条件下，

样品放置 380天之久，仍然具有与新制备样品相

当的产氢性能，进一步降低了产氢成本；另外，新

型光催化材料制备工艺简单，无需昂贵的设备，

使光催化制氢更加“亲民”。

近年来，柳清菊团队在实验室进行了大量的

基础研究，包括材料设计、合成工艺、机理研究、

性能优化等，已获得稳定的高性能光解水制氢光

催化材料的实验室制备工艺，正准备开展放大工

艺研发，为后续产业化奠定基础。虽然传统的光

催化材料成本高、量子效率低，国内光催化产氢

市场尚未成熟，但随着产业链衔接及相关政策的

完善，光催化制氢产业化已是曙光初露。

对柳清菊团队而言，56%的产氢量子效率也

不是终点。“我们还在继续努力，使效率进一步提

高，如果能够提高到 70%以上，对生产应用的意

义将是不言而喻的。”柳清菊说，找准了方向，效

率再提升将不是梦。随着光解水效率进一步提

高和成本进一步降低，氢能时代将加速到来，人

类也将还地球以绿水青山。

成本、工艺更“亲民”
光解水制氢产业已初露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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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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