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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航发航材院、中国航发集团
公司和北京市政府共同出资10亿元，联合
发起设立全国有控股公司——北京石墨烯
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积极创建石墨烯产
业创新中心。秉持着“全球第一的石墨烯
复合技术研究及产业孵化中心”的建设目
标，该公司立志通过 1 至 2 年的发展成为
代表国家形象、有国际引领作用的新材料
研发中心。

从导电材料到电磁再到纤维，跨越 26
个领域的石墨烯，以其独特的应用特性，掀
起了一场席卷全球的新技术新产业革命，
引发巨大关注。那么，石墨烯到底是什
么？为什么会被称为“超级材料”？

“改变21 世纪”的神奇材料

石墨烯是一种从石墨中剥离出来，由
碳原子构成的单层片状结构新材料，厚度
仅为一个碳原子，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
薄的材料。石墨烯是六角形呈蜂巢晶格的
平面薄膜，强度是钢的 100 多倍。它是已
知 材 料 中 电 子 传 导 速 率 最 快 的 ，具 有
97.7%的透光率，并具有优良的热导率。
通俗地讲，目前在自然界中，石墨烯这种材
料最薄、最结实、导电性极好，在工业领域
中几乎无所不能。可以说，“超级材料”这
一称号对于石墨烯是名副其实。

2004 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安德烈·
海姆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领导的研究
小组利用微机械剥离方法首次获得了石墨
烯。2010年，安德烈·海姆和康斯坦丁·诺
沃肖洛夫因在石墨烯方面的开创性实验，
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中国航发航材院院长戴圣龙介绍说，
“石墨烯产品具有颗粒状和薄膜状两种形
态，由于诸多独特而卓越的性质，石墨烯在
电子器件、高灵敏度传感器和高性能储能
器件、航空航天、生物医学、触摸面板等多
方面具备巨大的潜在市场和应用前景”。

举例来说，“薄得像纸一样的透明手
机”“一分钟充完电的电池”“能拎起两吨重
物的手提袋”“像衬衣一样的防弹衣”⋯⋯
这些科幻片里才出现的物品，都可以通过
石墨烯的运用来实现。利用石墨烯高柔韧
性、高灵敏性等特点，还可提升智能手机触
控屏的性能。今后，手机、电脑的显示屏或
将超薄、超轻、可弯曲⋯⋯

在汽车领域，通过添加石墨烯材料制
成的超强复合材料可作为车体材料，确保
汽车在强度不变甚至更高的基础上，重量
大幅减轻，从而提高车辆行程；利用石墨烯
良好的导电性、散热性和材质坚固性，还可
研发石墨烯导静电轮胎，避免普通轮胎与
地面摩擦产生的静电，从而避免装有易爆
等危险品的车辆发生爆炸。

石墨烯具有许多独特的特性，根据这
些特性，科研工作者为这种神奇的材料起
了许多亲切的名字：比如，由于石墨烯具有
与雪花类似的六角结构，航材院科研工作

者给它取名叫“黑雪花”。由于石墨烯价格
昂贵，价格为黄金的15倍，它又被称为“黑
黄金”。石墨烯还是史上最轻的固体物质，
被科研工作者称为“碳海绵”。由于添加到
传统材料中，能够极大提升原有材料性能，
石墨烯又被称为“工业味精”。

关注引领未来的核心技术

石墨烯堪称当前全球最热的全新材
料，世界各国纷纷将石墨烯及其应用技术
作为长期战略发展方向，以期在由石墨烯
引发的新一轮产业革命中占据主动和先
机。而我国本身就有生产石墨烯的独特优
势。据统计，我国石墨矿储量约占世界总
储量的 75%，生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的
70%，我国石墨烯企业已超过百家。

目前，中国在石墨烯产业化方面走在
世界前列。从专利申请情况来看，根据日

前国际权威机构公布的数据，截至2016年
9 月 30 日，中国石墨烯专利占全世界绝大
多数比例，达 68.2%，之后是美国、日本和
韩国。

在产业化领域，我国也涌现出一批典
型企业：京东方在研发石墨烯光电器件方
面取得阶段性成果；爱家科技发明的三维
体系石墨烯材料在远红外线转化功率上比
传统碳系材料提高 30%；名朔科技研发的
石墨烯新型散热材料已在北京通州区得到
示范应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化学与分
子工程学院教授刘忠范说，“未来的石墨烯
产业将是建立在石墨烯材料的‘撒手锏’级
的应用基础之上，而不是作为‘万金油’式
的添加剂”。当前市场上的一些产品，包
括服饰、涂料、复合材料、吸附、润滑产
品以及石墨烯锂电池、智能手环、石墨烯
手机触摸屏等，代表着我国目前研发石墨

烯的主体产品，应该说在国际上处于第一
方队。但与国外相比，我们关注的点却不
太一样。在最新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可
以看到，国际上关注的是石墨烯超级汽
车、物联网传感器、可穿戴设备与健康管
理、数据通信、能源技术以及复合材料等
前沿领域。

“他们关注的是未来。未来的石墨烯
产业肯定会是一块大蛋糕，我们能切到多
少，取决于现在关心什么、关注什么。我们
的确不能仅仅关注今天的产品，要关注引
领未来的核心技术，这点非常重要。”刘忠
范表示。

政企携手占领创新制高点

2016 年 4 月份，备受业界关注的《石
墨烯材料的术语、定义及代号》国家标准

（征求意见稿）正式公布，这标志着我国首
个石墨烯国家标准制定取得重要进展。国
家政策已指明了石墨烯产业的发展路线
——要把石墨烯产业打造成先导产业。

近两年来，中国的石墨烯产业园区以
及石墨烯基地在各地开花，各种各样所谓
的“石墨烯”产品不断推出。同时，资本市
场也在热炒石墨烯概念股。

对此，刘忠范表示，“目前，中国石墨烯
产业发展出现了‘一拥而上’的现象，企业
小而分散，产业集中度成为大问题。比如，
国外做石墨烯的很多是大型企业，而在中
国，基本上都是一些小型的初创企业”。刘
忠范对此表示担忧，“目前，石墨烯产业处
于产业化初级阶段，刚露出一点端倪，‘群
众运动’式的发展方式并不能有效带动石
墨烯产业的发展。如果中国不改变当前石
墨烯产业的发展方式，未来，石墨烯领域的
核心产业很有可能会被国外占领。石墨烯
产业的发展要有国家意志，国内的大企业
尤其是央企要有战略布局”。

对于新近成立的北京石墨烯技术研究
院有限公司，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委员姜广智介绍说，未来，北京石墨烯产业
创新中心将引导开展石墨烯前沿技术、石
墨烯应用技术和石墨烯产业技术发展，发
挥地方政府产业引领示范和国家科研院所
的技术优势，使北京成为全球石墨烯创新
网络的关键枢纽、石墨烯军民融合的示范
区、国家石墨烯高端产业的主引擎和主
力军。

对此，刘忠范表示，确实应该建设数
个面向未来石墨烯产业的高端研发机构，
集中投入稳定支持。政府要明确决策定
位，着重布局未来石墨烯产业核心技术，
将中低端产品放手交给市场和企业。政府
要抓住未来的布局，对于市场和企业都能
做的事情，其实政府只需要布局环境就可
以了。

“我不怀疑石墨烯产业化的前景，但这
条路绝对没那么简单，不是 3 至 5 个月即
可完成，而是布满荆棘的一条路，需要耐心
和坚持。没有好的石墨烯材料就没有产业
的未来，因此，我们坚定信心，要做最好的
石墨烯材料。”刘忠范说。

北京建立石墨烯创新中心——

石墨烯：引领产业革命的超级材料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瑾 实习生 许 菲

近段时间，关于“蜂王浆激素含量高，
会引发女性乳腺癌”的说法不断在网上和
微信圈里传播，造成了消费者特别是女性
消费者的恐慌。蜂王浆是天然的滋补品大
家都知道，但陌生的是，蜂王浆究竟有什么
成分？有没有激素？有什么功效？哪些人
能吃，哪些人不能吃？《经济日报》记者为此
专门采访了中国蜂产品协会相关专家。

蜂王浆从何而来？有哪些成分？中国
蜂产品协会蜂王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陈
明虎说，蜂王浆并不是蜂王的产物。蜂王
浆是年轻工蜂头部的咽下腺和上颚腺共同
分泌的，主要用于饲喂蜂王和蜂幼虫的乳
白色或淡黄色浆状物质。口尝有明显的酸
涩、辛辣味，微甜并具有特殊香味。

工蜂和蜂王幼虫在最初的前 3 日都是
由年轻工蜂饲喂蜂王浆，此后，蜂王终生都
以蜂王浆为食，而工蜂幼虫改由工蜂饲喂
蜂蜜和花粉调制的蜂粮。两个相同基因的
个体，食物的不同却造成了它们之间的巨
大差异。蜂王体重一般为工蜂的 3 倍，蜂
王一天产 1500 粒至 2000 粒卵，寿命一般
长达 4 至 6 年；而工蜂寿命一般只有 1 个多
月，最多也仅 6 个月（越冬期）。由此可见
蜂王浆对蜜蜂的个体分化和长寿起着非常
神奇的作用。2011 年 4 月 24 日国际权威
科学期刊《自然》发表了日本学者一项世界
公认的突破性研究成果，证明是蜂王浆中
57-kDa蛋白决定了蜂王与工蜂的命运。

陈明虎介绍说，蜂王浆的主要成分是

蛋白质氨基酸、碳水化合物、有机酸、维生
素、酶类、磷酸化合物及矿物质。但与众不
同的是，蜂王浆的蛋白类活性成分分为三
类，包括活性多肽、γ球蛋白和类胰岛素，具
有延缓衰老、抗菌、抗病毒及调节血糖的作
用。蜂王浆的特有物质 10-羟基-2-癸烯
酸亦称王浆酸（10-HDA），具有抗菌消炎、
抗肿瘤的生物活性。此外，蜂王浆中还含
有乙酰胆碱、类腮腺素、牛磺酸、SOD 以及
王浆素等多种有效成分。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持编撰的《中华
本草》中记载，蜂王浆的功能主治是滋补、
强壮、益肝、健脾。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已批准的蜂王浆类国药准字号药品 22
个，功能主治为：益气养血，补虚扶正，气血

不足所致身体虚弱，倦怠食少的辅助治疗，
已获批的蜂王浆类保健食品有300多个。

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我国逐渐成为世
界第一产浆大国，占世界总产量 90%以
上。目前，年产蜂王浆 3000 吨左右，其中
一半以上出口外销，主要销往日本和欧美
市场，成为我国医药保健品出口的拳头产
品。根据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报
告：2016 年我国出口蜂王浆 1449 吨，其中
出口日本 520 多吨，占出口总量 35.9%；出
口欧美574吨，占总量39.6%。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和应用蜂王浆
的国家。1995 年出版的日本《健康、营养
食品事典》把 1993 年年销售额 500 亿日元
以上的蜂王浆列在第一位，并封为健康营

养食品类的“横纲”（日本相扑的最高级
别）。经历了 20 多年，日本民众对健康产
品的需求旺盛，蜂王浆和王浆制品的销售
比较稳定，日本的市场年销售总额仍保持
在500亿至550亿日元。

与此相反，近年来，我国国内蜂王浆市
场受“激素论”影响，年销售量从2000吨下
降到目前的 1200 吨。蜂王浆是蜂群中年
轻工蜂分泌的天然营养物质，人工不能合
成。全世界蜂王浆的总产量只有 3000 多
吨。我国内销 1200 吨蜂王浆，按 13 亿人
口计算，每年人均不到1克。

国内许多人担心的蜂王浆含性激素问
题，其实并没有科学依据。2016 年农业部
蜂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最新研究
报告显示，蜂王浆中雌激素含量水平较低，
75%以上的阳性样品中雌激素含量低于国
标检测限 0.5μg/kg，即未检出。因此，可
以确定少部分蜂王浆中虽含有雌激素残
留，但含量极低。

陈明虎说，蜂王浆和肉、禽、蛋、奶等动
物性食品一样，含有正常合理的激素，而
且，科学实验证明，蜂王浆中激素含量远远
低于一般动物性食品。内源性性激素是动
物性食品的天然成分，与人体血液和相应
组织中有性激素存在是一个道理，随意夸
大蜂王浆激素是违背科学常识的。

当然，任何一种保健食品或药品不可
能适用于所有人群，每个人应根据自己的
体质和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产品。

解 密 蜂 王 浆
本报记者 常 理

蜂王浆
的采收需要
人工制造一
座假王台，
将小幼虫移
入，吸引工
蜂前去分泌
王浆，待王
浆达到一定
数量时取出
收集。

（资料图片）

▲ 石墨烯图片。
（资料图片）

◀ 用石墨烯制作的
口罩。

（资料图片）

近日，我国科学家对
野生稻的研究取得了新进
展，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

《基因组学研究》杂志。他
们发现，野生稻并不“野”，
颠覆了之前科学家对野生
稻的认知，很多相关理论
都要重新思考和修订，对
野生资源的科学保护也已
刻不容缓。

普通野生稻一直被认
为是亚洲栽培稻的野生祖
先，也是水稻改良过程中
的重要种质资源。普通野
生稻经过近万年的驯化到
农家品种，进一步经过近
百年的现代育种得到现代
栽培稻品种，这一过程伴
随着遗传多样性的减少和
很多优异基因的丢失。育
种家在现代育种实践中也
逐渐意识到这一点，水稻
重大改良过程中的很多重
要基因，如袁隆平院士创
制“三系法”杂交水稻过程
中关键的“野败”基因，就
是来自于普通野生稻。野
生稻也被证实含有大量的
抗虫、抗病基因资源，因
此，野生稻资源在应对未
来水稻稳产高产的挑战中
具有重大价值。然而，随
着现代农业耕地面积的逐
渐扩大，普通野生稻的野
生栖息地被不断破坏，加
上来自栽培稻的遗传侵蚀，野生稻资源不断萎缩。

如何更加有效地保护野生稻资源，并从野生
稻资源中挖掘出一些重要基因资源，一直是人们
面对的重要科学问题。

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所储成才研究组汪鸿儒
博士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研究人员合作，通过对已发表的大量野生稻
和栽培稻基因组数据的深入挖掘，发现野生稻基
因组中有着人工选择驯化的痕迹，巧妙地证实有
大量栽培稻基因流入野生稻群体。全基因组分析
发现，现存野生稻群体中有着大量的来自栽培稻
的遗传成分，甚至部分“野生稻”就是近期野化的
栽培稻。而且亚洲不同地区野生稻群体，其遗传
成分和本地种植的栽培稻成分有着很大的相关
性。这些令人意外的证据证明，当前的野生稻应
被视为一个“杂种群”，而非一个独立物种，它通过
广泛的基因流和栽培稻联系在一起，随着栽培稻
共同演化。这一发现也告诫人们，实施更加科学
的野生稻资源保护已刻不容缓。

野生稻群体遗传多样性及其地理分布，一直
被用来帮助研究者理解水稻驯化的起源。基于野
生稻的证据，研究者提出过不同的水稻驯化模
型。这一新的发现也改变了之前人们对于野生稻
的认识，促使人们对之前基于野生稻的水稻驯化
起源模型进行重新的分析与思考。

野生稻受到栽培稻的不断遗传侵蚀。
（资料图片）

我国科学家研究发现

：

野生稻并不

﹃
野
﹄

本报记者

佘惠敏

本报讯 记者苏大鹏报道：日前，大连理工大
学王立鼎院士团队成功研制出1级精度基准标准
齿轮，齿轮精度指标达到国际领先。该项技术具
有全部自主知识产权，填补了国内外 1 级精度齿
轮制造工艺与测量方法的空白。

超精密加工与测试技术是一个国家制造工业
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先进装备制造技术的
基础和关键，在工业生产、航空航天等多个重要领
域起到关键作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齿轮精
度直接影响着机械工程装备的整体精度，具体分
为 12 个等级，其中 5 级以上精度的齿轮主要应用
于超精机床、雷达以及航空航天发动机等具有高
速高平稳传动要求的场合；2 级精度以上为基准
标准齿轮，主要作为国家级或国际齿轮量仪校对
和精度传递实体基准。

目前，国际上最先进国家的齿轮精度达到 2
级，还未实现 1 级精度基准标准齿轮的研制与测
试。王立鼎院士团队攻克了超精密标准齿轮磨床
关键部位的创新设计、超精密齿轮加工工艺等关
键技术，完成了标准齿轮磨齿机床的精化改造，实
现了超精密标准齿轮加工精度与精测技术的全面
提升，研制出系列1级精度标准齿轮，填补了国内
外空白。目前，1 级精度基准标准齿轮已作为实
物标准器，被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及企业用于高
精度齿轮量仪的校对与量值传递，产生了显著的
社会效益，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填补国内外空白

我国研制出1级精度标准齿轮

▲ 图为可弯折的石
墨烯触摸屏和我国首批量
产的石墨烯手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