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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结构下，电子器件具有高达 400%的拉伸应变能

力，而且在实验动物牛蛙和家兔的体内，展现了稳定可靠的

生物电信号检测能力，拓展了液态金属在可拉伸植入电子

器件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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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金属，一股坚硬、冰冷、锐利的气息扑面

而来，但自然界的金属并非都那么“冷酷无情”。

液态金属，是一种在室温下呈现液态的不定

形金属，例如汞、铷、铯、镓等。它们柔软、可塑，

同时具有较高的电导率，因此可以被加工成柔性

电子材料，变身为电子皮肤、可穿戴健康监测设

备、软体机器人等传感器件，监测生命体征，进行

人机交互……

较为柔软的先天优势，使得液态金属容易被

弯曲、拉伸、塑性，但作为植入器件，它们也存在

稳定性差、加工困难等特点。

近期，刊发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进展》的

最新研究，为液态金属在生物体内检测的应用，

打开了一扇窗。在这篇文章中，南京大学现代工

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教授孔德圣带领团队通过特

殊的结构设计，让液态金属在可植入电子器件中

长期稳定工作。在该结构下，电子器件具有高达

400%的拉伸应变能力，而且在实验动物牛蛙和

家兔的体内，展现了稳定可靠的生物电信号检测

能力，拓展了液态金属在可拉伸植入电子方面的

应用范围。

在元素周期表的 118个元素中，金属高达 96

种。在如此多的金属中，有几种零星的金属在常

温下处于液态，如镓、铷、铯、汞、钫。

在这 5 种金属中，汞最为人所知，其最典型

的应用是体温计、血压计、电极、旋转镜面天文望

远镜、日光灯等，但由于汞在常温下极易弥散出

剧毒性蒸气，致使其制作和使用存在风险，因而

在日常生活中正逐步被禁用。

而铷、铯、钫具有放射性，三者与钠钾合金的

化学性质一样，都很活泼，易于与水甚至冰发生

剧烈反应，迅速释放热量从而产生爆炸，因而只

能用在特殊场合。

“镓的生物安全性和综合优势都是罕见的，

许多关于液态金属的研究与应用正是从镓开始

的。”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孔德圣告诉科技日报

记者，镓的熔点约为 30℃，在室温下处于熔融

态，像水一样具有流动性，而且反复变形也不会

有损伤，同时具有金属材料的高导电率，这让它

成为可拉伸电子器件和系统的理想选择。

当前明星般存在的液态金属镓，虽然早在

100 多年前就被发现，但长期未被重视。此前镓

主要以化合物形式得到应用，如氮化镓、砷化镓、

磷化镓等均是经典的半导体材料，镓真正的普及

化应用和研究直到近 20年来才开始。

“目前常见的两种镓基液态金属是镓铟合金

和镓铟锡合金，前者的镓和铟按照 3∶1的质量比

形成合金，其熔点可降低为 15.7℃，后者的镓、

铟、锡按照 68%、22%、10%的质量比形成合金，其

熔点可降至 0℃以下。不过，镓基液态金属的熔

点可以通过改变合金含量来调整。”孔德圣介绍，

镓基液态金属不仅可以单独作为导电聚合物复

合材料的导电填料，还可以作为改进导电填料的

添加剂，使得导电聚合物复合材料的柔性、耐腐

蚀和耐热等性能得到改善。镓基液态金属作为

导电填料时，还会大大增加整体结构的柔韧性、

柔软性和拉伸极限。

可拉伸电子器件的理想导体选择

此次研究中团队使用的镓铟合金，配比为

75.5∶24.5，熔 点 温 度 接 近 16℃ ，这 意 味 着 ，在

16℃以上的温度里，镓铟合金为液态。

柔软、形态可塑、高导电率让镓基液态金属

成为柔性电子材料的宠儿，却不能避免这些特性

带来的先天不足。

“镓基液态金属能否在体内的植入设备中使

用，特别是能否被加工成高精度的图案化的电极，

是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孔德圣介绍，熔融后的镓

基液态金属像水一样柔软、无形，所以想将它们固

定成一块传感器件，就需要精密加工的助力。

除了塑性，抗腐蚀也是镓基液态金属作为体

内植入设备必须具备的“基本素养”。

“生物体体液里有大量盐分，金属长期浸润

在里面，会被腐蚀，从而降低器件的稳定性，我们

在一些早期测试里曾发现，如果镓铟合金直接与

生物体接触，几小时后，金属表面就会失去光泽、

变色，电阻也会上升。”

如何既保留镓铟合金的柔软、高导电特性，

又能让它们在生物体内指哪打哪、结实耐用，是

给合金穿上“外衣”抵抗腐蚀

制成传感器电极阵列后，镓铟合金是否还柔

软、形态多变、高导电？“结果是让我们欣慰的。”孔德

圣表示，团队通过电学、力学性能测试后发现，将电

极阵列拉伸到原来长度的5倍时，单个电极的阻抗

依然远低于1×104欧姆，在反复拉伸到原来两倍的

长度达1万次后，传感电极阻抗仍保持稳定。

“生物组织、器官的表面不都是光滑的、规则

的，所以传感器电极阵列要模拟器官在萎缩、膨

胀时的多变和高频。”孔德圣解释。

随后，科研团队在南京大学教授宁兴海团队

的协助下，用镓铟合金传感器电极阵列为牛蛙和

家兔做心电检测。

牛蛙和家兔是两种心率差异较大的动物模

型，牛蛙的心率约 33次/分钟，家兔的心率约 270

次/分钟，非常适于探索电极的广泛适用性。同

时，家兔的心电图结构与人类相似度较高，对潜

在的临床研究具有较强的指示性。

团队用凝胶将电极阵列固定在它们的心脏

表面，结果发现，在牛蛙和家兔体内获取的心电

信号信噪比分别高达 263和 137。

“信噪比越高，说明信号的清晰度越高，越有

利于看到心电图微小的细节，便于医生诊断疾

病。”孔德圣说，在测试过程中，团队还尝试用药

物引发家兔心率失常，结果发现家兔心电图波形

紊乱，心脏收缩的信号不稳定。但给家兔注入治

疗剂后，家兔心率变缓，心跳逐渐恢复正常。

“高质量的心电信号获取，证明了镓铟合金

传感电极阵列在心血管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

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孔德圣说，牛蛙和家兔的

心电测试，虽然各自只持续了几个小时，但对于

术间监测，表现出一定的应用潜力，未来也许可

以考虑在脑监测仪、心脏起搏器等长期植入设备

中添加液态金属部件。

不过，他并不讳言，想真正走向临床应用，还

需要解决大量问题，例如镓铟合金传感电极阵列

的长期稳定性、与生物体的兼容性、大规模加工

的潜在成本问题以及理想的应用场景。“虽然从

原材料到器件终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液态

金属研究和应用的大门正在徐徐打开。”孔德圣

对未来充满希望。

获得牛蛙和家兔的清晰心电图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长锋）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了解到，该院智能机械研究所黄青研究员课题组制备出一种新型纳米酶

可用于高效杀菌并促使伤口快速愈合。研究成果日前在《生物学杂志》作

为封面文章发表。

新冠肺炎疫情等已引起全世界对有害微生物减毒消杀技术的高度重

视。纳米酶作为下一代酶模拟物质，因其低成本、优异的活性和高稳定性

等优势而得到了广泛的研究，目前已经被应用在包括生物传感、抗免疫、

细胞保护和疾病预防或治疗、癌症治疗和灭菌等诸多方面。因此，新型纳

米酶制备及应用是当前研究的一个热点。

研究人员首先将铂纳米颗粒均匀附着在二维片状材料上，获得的复

合材料具有优异的纳米酶活性，能够模拟氧化物酶，在无需过氧化氢存在

的条件下催化氧化底物。动力学研究结果表明，纳米酶活性显著高于其

他一些已报道的纳米酶材料。平板灭菌实验结果表明其具有优异的灭菌

效果。此外，通过在小鼠背部创建伤口并观察愈合现象，证明了该复合材

料可以加速伤口愈合，而且具有高生物兼容性。

科研人员从对细菌膜的电子传递影响方面入手，经过膜电势和电子

传输效率检测等一系列实验，验证了新型纳米酶复合材料灭菌是通过影

响细菌膜上的氧化还原反应引起的，由此推测该纳米酶通过切断微生物

电子呼吸传递链达到灭菌效果的机制。这为从源头上设计制备在生物领

域应用的新型高效、低毒的纳米酶材料提供了新的思路。

该研究成果不仅提供了一种新的高效抗菌材料，而且在制备技术及

纳米酶灭菌机理研究方面取得了新进展，对医疗健康领域灭菌减毒、控制

有害微生物传播等方面的研究都提供了新的启示。

高效杀菌并快速愈合伤口

新型纳米酶带来灭菌减毒新思路

一种叫海马齿的高营养蔬菜最近在海南高

盐度海水中规模化选育成功。该项目的成功对

于解决海岛居民新鲜蔬菜问题，为大众提供高价

值的药食同源食品具有重要的价值。

4月 25日，记者从海南南海热带海洋研究所

（以下简称热海所）获悉，该所与三亚热海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合作课题“高盐度海水规模化选育培

育海马齿”最近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内成功完成

项目指标，所选育的海马齿不仅能在 35‰以上

的海水中茁壮成长，而且比文献记载的盐度高

5‰以上。

热海所所长陈宏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人工

培育的该品种作为海水蔬菜，在国内外是首次，

也是目前能规模化培育的适应最高盐度的陆生

海水蔬菜。

九年磨一剑创新喜结果

陈宏团队专注海马齿海水蔬菜研究始于

2013 年。当时，团队正在我国西沙海域开展珊

瑚研究培育，团队人员几乎日日头顶烈日考察珊

瑚岛礁生态。细心的陈宏发现，在个别潟湖内极

高海水盐度的礁岩坑水内，会生长一些野生海马

齿。这让陈宏对其进化和生境适应性产生了极

大的好奇。

海马齿（Sesuvium portulacastrum）属于番杏

科（Aizoaceae）、海马齿属（Sesuvium），为多年生

匍匐性肉质草本盐生植物，广泛分布于热带与亚

热带海岸，与马齿苋属于同属不同种的物种。

我国海马齿主要分布在海南、广东、福建、广

西等地。由于地理环境的关系，不同地域的海马

齿对盐度适应性不同，在已有的文献中记载，盐

度超过 30‰就很难培育。

9 年多来，陈宏团队执着于此。此次，高盐

度海马齿选育获得成功，不仅可以解决生态修复

问题，同时，也突破了海洋蔬菜食品开发的重要

技术瓶颈。

研究表明，海马齿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营

养特点，含有丰富的水分，肉质多汁，营养价值

远高于红萝卜、马铃薯、莴苣笋、大白菜等多种

常见蔬菜。每 100 克（g）海马齿食用部分能量

为 74.9—93.3 千 焦（kJ），水 分 为 93g，灰 分 为

2.6g，碳水化合物为 1.4g，蛋白质为 3.0g，粗纤维

为 0.95g；含有亚麻酸和亚油酸两种必需脂肪

酸；矿质元素丰富，可为人体提供常量及微量

元素。海马齿所含营养成分中维生素 E 含量最

高，β-胡萝卜素次之；含有 16 种必需氨基酸，

种类齐全。此外，海马齿谷氨酸含量很高，含

有丰富的鲜味氨基酸，其含量占总氨基酸的

23.02%，另含有配比合理的氨基酸，占总氨基

酸的比例为 39.39%。

陈宏介绍，海马齿还具有较高药用价值，富

含萜、烯以及一些挥发性油类物质，国外已证明

其对发热、坏血病等病症有较好的疗效。

海水蔬菜开发应用价值大

海马齿海水蔬菜研究的成功，引起了人们对

于海水蔬菜更大范围研究和开发利用价值的更

多关注。

相关资料显示，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以色

列生态学家雨果·博伊科进行多次海水浇灌甜土

植物的试验，开发了海水蔬菜。从 1978年开始，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卡尔·霍奇斯，历时十几年，

从 1300多种野生盐生植物中筛选出了 20多种生

命力强、产量高且品质优良的强耐盐作物，此后

又先后培育出毕氏海蓬子 SOS-7、SOS-10 两个

可用纯海水直接进行灌溉的杂交品系。墨西哥、

沙特阿拉伯、埃及、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地均先后

进行了不同规模的海水蔬菜引种试验，取得了良

好的成效。

我国于 1998 年将毕氏海蓬子从美国引入，

从而开启了我国海水蔬菜领域的研究。这些年

来，科学家们已开发出可耐受 1/3 海水的黄菾

菜、红菾菜、番杏、绿菊苣等海水蔬菜。

陈宏介绍，海水蔬菜在生长期内几乎无病虫

害，无需用药，经济效益可观，不需要施用化肥和

农药，且富含天然盐、生物碘和维生素等多种营

养要素，完全符合绿色健康蔬菜特征，是天然的

有机食品。

此外，由于许多海岛缺少淡水和土壤，培养

蔬菜一直很困难，新鲜蔬菜一直是海岛居民最渴

望的食材。水培海马齿作为一种高营养绿色保

健的野生海洋蔬菜品种，不仅可增加海岛居民的

营养，还能丰富百姓餐桌。

“虽然近期发展海水蔬菜需要较大的投入，

但是，产业体系建立之后，可部分解决我国人地

矛盾所带来的生态问题和经济问题，具有广阔的

发展前景。”陈宏说。

高盐度海水中长出海马齿
海岛居民的餐桌有望更丰富

特殊结构特殊结构““稳住稳住””液态金属液态金属
给小动物来一次心电检测给小动物来一次心电检测

学者们面临的普遍挑战。

经历长达两年的时间，孔德圣团队终于摸索

出一套解决方案。

记者看到，在他们设计的镓铟合金传感器电

极阵列中，一根根“电线”平行笔直地排列，这是

一条条“穿”了一层橡胶材料的镓铟合金，“用橡

胶包裹镓铟合金，就像往暖水袋里灌水一样，既

能保持合金塑性，又能让它们抵抗生物体体液的

腐蚀。”孔德圣说。

在一排排线路的终点，是一个圆形电极，电

极的“内芯”是裸漏出来的镓铟合金，上面覆盖了

一层碳纳米管复合材料。电极的表面则涂上一

层微裂纹状的导电聚合物。

“导电聚合物可以降低电极界面阻抗，让电

极与生物组织直接接触、收集信号，再经由镓铟

合金电路直接传输到监测设备上。”孔德圣解读，

为了让镓铟合金从橡胶“外套”中暴露出来，要用

激光在精细的电路上钻孔，这对加工工艺的精细

化要求很高。

碳纳米管复合材料的导电性有限，在传感器

件中大量使用会导致信号模糊。对此，团队压缩

复合导电材料的厚度，以减小电阻。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科技日报讯 （记者操秀英）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近日，我国首条旋

转导向钻井与随钻测井“璇玑”系统智能化生产线在广东佛山正式建成投

产，标志着由我国自主研发的“璇玑”系统迈入大规模产业化新阶段。

旋转导向钻井与随钻测井技术被誉为石油钻井技术“皇冠上的明

珠”，中国海油“璇玑”系统技术研发成功是我国石油钻井、测井领域一项

革命性、颠覆性的技术突破。该系统可以精准控制几千米地下的钻头“瞄

着”油层去，“闻着”油味钻，甚至可以“遥控驾驶”钻具在 0.7米的薄油层中

横向或斜向稳定穿行 1000 米以上，同时可以实现对地层资料的实时分

析，是大幅降低油气田开发成本、高效开发海洋油气资源的重要法宝，代

表当今世界钻井、测井技术发展的最高水平。

本次投产的“璇玑”系统智能化生产线，属国家重大装备国产化项目，

是中国海油建设高端油气勘探装备“智造链”的核心内容之一。“璇玑”系

统技术带头人、中海油服油田技术事业部总经理尚捷表示，“璇玑”系统

“智造链”的建成投产，标志着我国在旋转导向钻井和随钻测井领域具备

了涵盖科研、生产、销售、服务一体化的成熟能力，有效保障了国产高端技

术装备的自主可控。该生产线投产后，具备年产 100 套“璇玑”等高端装

备的制造能力，一举解决了国内规模化市场应用带来的供不应求问题，进

一步强化能源自给保障能力。

据悉，旋转导向钻井与随钻测井技术自 20 世纪 90 年代诞生以来，因

其横跨 20多个学科、涉及 1000多道高端工艺，多达几百万行控制代码，被

美国三家国际油田服务公司垄断达 20 多年。面对每年 10 亿元人民币的

高昂服务费用、完全加密的技术封锁和从不出售的产品垄断，中国海油旗

下专业技术公司中海油服经过 7 年的技术攻关，于 2014 年成功研发“璇

玑”钻井、测井系统并实现海上作业，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拥有该项

技术的国家。

截至 2022 年 3 月，“璇玑”系统已陆续在渤海、南海、东海和陆地主要

油气田应用，并推广至伊拉克、印尼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璇玑”系统“智造链”建成投产

可年产100套高端装备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该校工

程学院教授裴刚与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研究员邹崇文团队合作，提出了

一种全新的能量利用方法，该方法分别以太阳和太空为热源和冷源，巧妙

利用光谱自适应智能涂层来解决光热转换过程和辐射制冷过程的光谱冲

突，实现 24小时全天候的冷热能量捕获和利用。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

在国际期刊《美国科学院院刊》上。

从热力学的角度来看，太阳和太空是地球能量循环的终极热源和终

极冷源。光热转换通过对太阳辐射直接利用，获得高温热能；而天空辐射

制冷可以将地表能量以红外辐射形式通过大气窗口直接发射至低温太

空，获得低温冷量，实现对深空低温的超远距直接利用。然而，目前的光

热转换和天空辐射制冷都依赖于静态的光谱选择性涂层，但两种过程存

在红外光谱冲突，目前技术都是对单一目标、单一功能的利用。

基于此，研究团队创新性地提出利用光谱自适应调控机制对太阳热

源和太空冷源进行时间解耦，突破目前对太阳热源和太空冷源的单一利

用方式。科研人员研制了一种基于二氧化钒相变材料的多层膜光谱选择

性自适应涂层，该涂层在白天太阳辐照下处于金属态，整体涂层太阳吸收

率为 0.89，红外发射率仅为 0.25，表现为光热吸收特性；在夜间无辐照条

件下，处于绝缘态，涂层在大气窗口波段具有高的发射率，在其余中红外

波段具有低的发射率，表现为辐射制冷特性。实测结果表明，该器件表面

温度在白天可以比环境温度高 170℃，在夜间可以比环境温度低 20℃，具

有白天光热转换、夜间辐射制冷的自适应功能。器件可以 24小时全天候

运行，极大提升冷热能量捕获的综合效率。

这一研究结果为基于太阳热源和太空冷源的能量捕获和高效利用提

供了一种全新的途径，该技术可以广泛应用于建筑节能、光伏冷却、热电

转换以及深空探索等领域。

智能涂层实现

全天候冷热能量捕获与利用

◎本报记者 王祝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