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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
石墨烯
：神奇的“ 新材料之王
新材料之王”
”

微塑料危害蜜蜂健康
本报记者 常 理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惠敏

微塑料是一类粒径小于 5 毫米的塑料碎片或颗粒，
广泛存在于水体和陆地环境中。近年来，
大量研究表明，
环境中的微塑料可在生物体中富集并造成危害，同时也
对人类健康与生态系统造成潜在威胁。但目前微塑料对
陆地生态系统，
特别是对传粉昆虫的影响研究仍很少。
近日，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蜂产品质量与风
险评估创新团队发现，微塑料暴露是危害蜜蜂健康的重
要风险因子，
通过阐明其危害蜜蜂肠道健康的毒性机制，
有助于理解环境因子对蜜蜂健康的影响，同时也为研究
微塑料对陆地生态系统的潜在危害提供了直接证据。相
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在《有害物质杂志》上。
据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蜂产品质量与风险评
估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吴黎明介绍，该研究以直径 25 微
米的球形聚苯乙烯微塑料为对象，研究了其单独或与抗
生素联合暴露对西方蜜蜂的潜在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聚苯乙烯微塑料暴露对蜜蜂具有亚致死作用，并导致肠
道菌群的多样性显著下降，同时伴随着肠道核心微生物
种群结构明显改变与肠道免疫、氧化应激等基因表达。
进一步研究发现，聚苯乙烯微塑料主要在蜜蜂后肠中累
积。更值得注意的是，
使用抗生素联合处理，
会导致微塑
料对蜜蜂的毒性显著增强。
研究指出，微塑料对于蜜蜂等传粉昆虫危害作用应
当引起高度重视，特别是在抗生素等其他应激条件存在
下，
更容易对蜜蜂健康造成危害，
进而影响蜂产品质量安
全，有必要进一步开展微塑料对蜜蜂及蜂产品质量的风
险评估。

有没有这样一款坚韧的薄
膜，它能以一支铅笔尖的承受
面，撑住一头大象的重量，而
不会被戳破？石墨烯可以做
到。这种神奇的材料究竟是如
何“炼成”的——经济日报记
者近日走进“首都科学讲堂”，
为您一探究竟。
近日，在北京市科协主办、九三学社北京
市委特别支持的第 667 期“首都科学讲堂”
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
刘忠范与北京石墨烯研究院副院长、石墨烯
器件技术研究部部长魏迪，向公众介绍了石
墨烯——这款曾获得 2010 年诺贝尔奖的明
星材料。

石墨烯原本就存在于自然界，只是难以
剥离出单层结构。1 毫米厚的石墨大约包含
300 万层石墨烯。铅笔在纸上轻轻划过，留下
的痕迹可能就是几层石墨烯——它是由一层
碳原子以六角形蜂巢结构周期性紧密堆积构
成的二维碳材料。人们很早就发现了石墨，但
直到 2004 年才发现石墨烯。这是因为，早在
70 多年前的理论研究表明，完美的二维结构
晶体无法在非绝对零度的环境中稳定存在。
2004 年，两位英国科学家用一种非常简
单的实验方法突破了原有理论认知。他们从
高定向热解石墨中剥离出石墨片，然后将薄
片的两面粘在一种特殊胶带上，撕开胶带，就
能把石墨片一分为二。不断这样操作，薄片
越来越薄，最后得到了仅由一层碳原子构成
的薄片——这就是石墨烯。理论上虽不可能
成功，实验中却偏偏被制备出来了。这个发
现立即震撼了科学界，两位发现者共同获得
了 2010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大家经常讲，石墨烯这个诺贝尔奖是用
透明胶带撕出来的。实际上，我们不能小瞧
这么一个简单但重要的发现。”刘忠范说，对
于科学研究来说，像这两位科学家那样勇于
探索、大胆尝试极其重要。
石墨烯具有很多神奇性能，因此号称“新
材料之王”：它是最薄的材料，因为它仅有一
个原子层；它是强度最大的材料，理论上强度
比钢强韧 200 倍；它是导电性最好的材料，电
导率是银的 1.6 倍；它是导热性最好的材料，
热导率是铜的 13 倍。
刘忠范介绍，石墨烯是强度最高的材料
之一，同时还具有很好的韧性，可以弯曲，又
具备超强导热性与导电性，这让它的应用前
景十分广阔——它可以做触摸屏，因为它是
透明导电薄膜；也可以用作超快集成电路，因
为它里面的电子跑得非常快，室温下电子迁
移率超过硅材料 10 倍；它是轻质高强材料，
在航空航天领域具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景；
它的电磁屏蔽性质，也可以被利用制作隐形
飞机、隐身材料……
它，还可能产生一些类似于科幻电影场
景的酷炫应用。
“石墨烯的酷炫应用是基于其酷炫材料
性能。它有超高载流子迁移率，能让电子跑
得非常快。如果说，常用导电材料是高速路
上行驶的汽车，石墨烯就是一辆超跑。”魏迪
说，这个性能让它可以用作智能夜视眼镜这

（新华社发）
图为我国研发的全球首款石墨烯柔性屏
可弯曲智能手机，
可直接戴在手腕上。
（资料图片）

透明胶带撕出来的诺贝尔奖

在山东高唐县超越纺织有限公司，
工人正操作新一代智能细纱机开展石墨烯纺纱作业。
类的酷炫装备。
人体能发射远红外光，由于石墨烯具有
超高载流子迁移率，远红外光投射到它表面
后产生的电子可以被迅速采集。这样一来，
戴上用石墨烯镜片制成的眼镜就可以看到夜
里的一切，还可以采集使用者本身的血糖、脑
电等生理数据。同时，由于石墨烯具备透光
性，它还能作为显示屏投射各种信息。当你
外出旅行，它可以即时显示路况、附近酒店、
景点、餐馆等服务信息。

石墨烯产业哪家强
不过，
理想很丰满，
现实仍骨感。现在你能
在市场上买到的石墨烯，
很可能都只是石墨。
2018 年，
《先进材料》上曾发表一篇论
文，作者之一是石墨烯诺贝尔奖得主康斯坦
丁·诺沃肖洛夫。在此，研究者们分析了来自
美洲、亚洲与欧洲 60 家公司的粉体石墨烯样
品，发现大多数公司样品中石墨烯含量低于
10%，
且没有一个样品石墨烯含量超过 50%。
单层石墨烯是实验室产物，可工业化大
量制备的石墨烯一般有几层呢？
“从应用角度讲，一般大家的共识是 10
层以下可称为石墨烯。尽管严格意义上讲，只
有单层石墨片才是真正的石墨烯，而 10 层以
上就是普通的、传统的粉体石墨。
”
刘忠范说。
石墨烯一般分成两类，一类是粉体石墨
烯，一类是薄膜石墨烯。这两类石墨烯制备
方法完全不同，
应用领域与场景也完全不同。
在规模化工业制备中，石墨烯粉体一般
采用化学反应剥离石墨层的办法获取。然
而，这类氧化还原方法常带来大量废酸、废
水。比如，用浓硫酸加上高锰酸钾去煮石墨，
生产 1 公斤石墨烯需要耗费 50 公斤浓硫酸、3
公斤高锰酸钾与 1 吨水。
具体到薄膜石墨烯的规模化制备方法，
最有代表性的是化学气相沉积技术，即在高
温炉子里通过高温化学反应来一层一层制备
石墨烯。如在铜箔表面，在 1000 摄氏度下通
上甲烷，就可以生成一个单原子层石墨烯。
目前，我国石墨烯产业状况如何？数据
显示，截至今年 6 月底，我国在工商部门注
册、营业范围包括石墨烯相关业务的企业已
达到 1.68 万家。全国已成立石墨烯产业园
29 个，石墨烯研究院 54 家，石墨烯产业创新
中心 8 个，石墨烯联盟 12 个。
从石墨烯领域发表的论文数量来看，
2011 年起，我国就在全球领先，目前占比超

过全球的三分之一。石墨烯领域专利申请数
量在我国也是最多的，约占全球七成。我国
粉体石墨烯制备产能很大，已达每年 5000 多
吨。在薄膜石墨烯制备方面，我国也于全球
领先，
年产能达 650 万平方米左右。
“但要注意的是，与欧洲、美国、日本及韩
国相比，中国石墨烯行业的关注点根本不在
一个频道上。国外更多关注真正体现石墨烯
新材料特性的未来型技术研发，而中国非常
重视近期实用性产品开发。”刘忠范说，我们
对未来核心技术的关注相对少一点，但从总
体上看，中国石墨烯基础研究与产业化力量
在全球仍处于第一方队。
魏迪认为，中国石墨烯产业未来应更多
向 光 电 子 器 件、传 感 器 件 等 高 附 加 值 产 业
布局。

专门展厅，展示了石墨烯在数据通信、传感
器、物联网、可穿戴设备、新能源等领域的应
用。比如，用石墨烯做的超灵敏电子传感器
可检测有害气体，用石墨烯做的宽带图像传
感器能同时探测可见光与红外光。
石墨烯几乎无所不能，但目前石墨烯材
料应用面广而不专精。那么，未来什么才是
石墨烯真正不可替代的
“杀手锏”
级应用呢？
刘忠范说：
“‘杀手锏’级用途意味着离开
它不行。目前，我们仍未找到石墨烯‘杀手锏’
级用途。
”
未来可能从两个方向入手，
一类是逻
辑推理式的用途，
另一类是出其不意的用途。
逻辑推理式用途，是从石墨烯本身性能
推理出的用途。比如，现在的透明导电薄膜
是一种 ITO 玻璃，它不是柔性的，还含稀有元
素铟。而石墨烯薄膜导热性、导电性非常好，
又是透明柔性的，且仅含便宜的碳原子。未
来，石墨烯薄膜用作透明导电薄膜来制作可
“杀手锏”级应用会是啥
穿戴柔性电子器件将大有前途，或许能成为
“杀手锏”
级用途。
目前，
石墨烯已被尝试在哪些方面应用？
非逻辑性的出其不意用途，则需要研究
刘忠范介绍，中国石墨烯产业有“三大
者创意思考。
“ 比如，我们把石墨烯长到蓝宝
件”，一是新能源，将石墨烯用作锂离子电池
石上，与 LED 结合起来，做成 LED 照明器件
的导电添加剂，使电池充电速度更快、电容量
——其他工艺不变，就可以将发光效率提升
提升；二是添加进防腐涂料中，节省防腐涂料
30%以上。”刘忠范说，一旦产业化，这就是下
中较贵的锌含量，并提升防腐性能；三是大健
一代 LED 节能照明器件，会全面淘汰现有照
康领域，比如利用其导热性能制作眼罩、护膝
明器件，
也属于
“杀手锏”
级应用。
等理疗产品——三者合计，约占我国石墨烯
“‘杀手锏’级应用就是其他材料取代不
产能九成。
了，所以必须基于并放大石墨烯材料的独特
此外，国内也有石墨烯高端产品，比如采
优势，来开展‘杀手锏’级应用的探索。”魏迪
用了石墨烯触摸屏、电池与导热膜的石墨烯
表示，从器件角度来讲，可以利用石墨烯的超
手机等。
高载流子迁移率性能，将它与硅基半导体融
那么，国际上在用石墨烯做什么产品？
合使用，制作出有优越性能的光电子探测器
在 2019 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设有石墨烯
件、夜视远红外探测器件、逻辑电路器件等。

让 消 费 者 享 有“ 关 闭 算 法 ”选 择 权
□ 祝 伟

一年一度的“双 11”，今年比往年来得更
早一些。10 月下旬起，各大电商平台便陆续
启动预售，抢占市场先机。与过去几年相比，
红包、返现、购物津贴等促销手段已经不再新
鲜。在大数据、机器算法与人工智能等前沿
技术支撑下，层层消费套路防不胜防，
“ 无法
取消的骚扰”
“无法领取的红包”，让不少消费
者感慨智商
“掉线”
，
被算法
“算计”
。
如今，一些头部电商平台凭借强大的算

法、先进的数据抓取技术，能够精准分析并解
读消费者行为习惯与消费偏好。这些算法推
荐的最终目标——就是让访问电商平台的消
费者在进入平台页面，但还没有发生点击行
为时，系统就能自动推荐相应商品，提升下单
转化率。
毫无疑问，算法推荐确实能满足人们多
元化、个性化需求。智能技术手段可以快速
完成用户与商品之间的精确匹配，大大降低
获取信息成本，为生活带来便利。然而，技术
红利的背后，一些滥用个人信息授权与隐私
数据共享的商家也在“算计”消费者腰包，甚
至破坏消费体验。

比如，
一些交通出行、
在线票务、
网络购物
等电商平台屡屡被曝出可能存在大数据“杀
熟”
行为，
购买同样的产品或服务，
老客户反而
要比新客户花钱更多。又比如，只要有一次网
购记录，消费者就会被算法抓取，源源不断收
到商家推送的产品促销短信，
而退订短信又被
设置重重阻碍。
这种打着服务旗号
“死缠烂打”
的所谓算法推荐，
让消费者不胜其扰。
凡此种种，都是电商平台“店大欺客”的
表现。在眼花缭乱的促销规则中，消费者被
大数据算法给“算计”了，知情权、选择权、公
平交易权等正当合法权益也受到侵害。这不
仅会侵害消费者权益，也会降低用户忠诚度，

伤及电商平台长远发展根基。从长远来看，
可以说，一次“算计”付出的代价，比获得的收
益高得多。
面对算法带来的乱象，监管部门切不可
坐视不管，任由不法商家随意突破网购交易
秩序与规则底线，而是要与时俱进，创新监管
方式与手段。对于拥有强大算法与技术支撑
的电商平台来说，则要强化行业自律，在积极
拥抱新技术、提升行业效率的同时，切忌借技
术深奥之名“算计”消费者。更为重要的是，
要赋予消费者“关闭算法”的选择权，电商平
台不妨设置“关闭算法推荐”选项，让消费者
能够轻松消费、
放心消费。

薯类主食化，科技来帮忙
本报记者 李予阳
我国是薯类食品主要生产与加工国家之一，种植面
积和总产量均位居世界首位。马铃薯、甘薯等薯类作物
适应性强、高产稳产、富含营养成分，开发以薯类为原料
的主食产品，
实现薯类主食产业链技术升级，
对保障食物
安全健康，改善国民营养膳食结构具有重要意义。但我
国薯类消费多以鲜食为主，加工制品比例仅占 10%，且
主要产品形式单一、营养价值低；还存在加工能耗高、加
工适宜性差、薯类主食产品保鲜技术落后等问题。
对此，由中国农机院牵头，联合国内 24 家科研院企
单位共同实施了“薯类主食化加工关键新技术装备研发
及示范”
项目。该项目自 2016 年启动以来取得重要成果
——聚焦制约产业发展的共性关键技术，创制核心关键
技术装备，提高薯类加工的标准化、工业化水平；形成主
食加工原料标准化保障技术和储运加工一体化运作模
式；开发了高占比薯类主食化新工艺 28 项、新产品 100
多种；
研制了核心装备，
突破了细胞防损、智控醒发、压膜
成型等核心技术；
开展了技术集成与示范应用。
专家介绍，
随着科技进步，
薯类主食化产业将会进一
步扩大，
而薯类食品加工技术和设备作为产业重要支柱，
其市场也将进一步扩大。

我科学家发现“云南暴鱼”
距今 2.44 亿年
本报记者 沈 慧
近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
员徐光辉在云南罗平发现全球最古老疣齿鱼科鱼类化
石，命名为云南暴鱼。它体长 34 厘米，是 2.44 亿年前罗
平生物群中已知最大的肉食性基干新鳍鱼类，在食物网
中占据较高位置，其发现和研究更新了人们对于罗平生
物群的食物网结构与三叠纪生物复苏的认识。
“劫后重生，王者归来”。经历二叠纪末生物大绝灭
事件之后，
三叠纪生物复苏的一个重要标志，
是一个成熟
食物网的建立，包括生产者、初级消费者、次级消费者与
三级消费者（大型肉食动物）。云南罗平保存了丰富的中
三叠世鱼化石，但过去并未发现大型肉食性基干新鳍鱼
类。由此有人认为，
罗平生物群的生活环境水体较浅，
海
洋生态系统尚未全面恢复。
“云南暴鱼的发现改变了这一认识。
结合近年来大型
肉食海生爬行动物的发现，
种种迹象表明，
一个成熟而复
杂的食物网在中三叠世早期已经建立起来。
”
徐光辉表示。
据介绍，齿鱼科是三叠纪体型最大的一类肉食性基
干新鳍鱼类，
过去以疣齿鱼属为代表，
生活在欧洲与我国
华南中、晚三叠世海洋环境。云南暴鱼是疣齿鱼的近亲，
代表了疣齿鱼科最古老的属种，
与疣齿鱼相比，
其上颌口
缘牙齿更为强壮有力，显示出更强的捕食能力。研究人
员应用高精度断层扫描技术推测，云南暴鱼可以捕食罗
平生物群中其他小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与双壳类等。
有关专家表示，该研究首次将疣齿鱼科纳入分支系
统学研究中，
重构了早期新鳍鱼类分支进化树，
研究结果
对于了解早期新鳍鱼类各主要类群系统发育关系、辐射
演化和生态适应具有重要意义。

云南暴鱼复原图。

本版编辑 郎 冰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