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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勒烯混合物及其光化净化

方法（续完）

唐昆 译

（接上期）

在一些实施例中，本披露富勒烯衍生物

是含有 C60和多个共价键合到 C60的端胺基基

团的胺类富勒烯。在一些实施例中，胺类富

勒烯为含有 1～6个取代物的 C60衍生物。在

一些实施例中，胺类富勒烯为六取代 C60富

勒烯衍生物 4。但，如上所述，在本披露要

求的精神和范围内，可有多种胺类富勒烯。

在一些实施例中，富勒烯衍生物还可能

共价键合到基质表面，如聚合物表面、金属

表面或硅胶表面。在一些实施例中，至少胺

类富勒烯有一个端氨基会共价到基质表面。

譬如，在一些实施例中，胺类富勒烯有一个

端氨基会通过胺类富勒烯和基质表面间的

酰胺键共价到基质表面。熟知本专业的技术

人员都知道有很多方法可以将富勒烯衍生

物共价结合到基质表面，并不局限于本文的

例证实例。

在一些实施例中，此处的光催化消毒系

统含有富勒烯衍生物。在本发明的各实施例

中，光催化消毒系统包括基质表面和至少共

价键合到基质表面的一种富勒烯衍生物。在

有光源的情况下，至少有一种富勒烯衍生物

适用于生成一种活性氧自由基。在本发明的

一些实施例中，光催化消毒系统另外还包括

可见光光源。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光催化消毒

系统另外还包括可见光光源。在一些实施例

中，可见光源发出的波长范围约为 400～

700nm，在另外一些实施例中，波长范围约

为 400～550nm。可见光源包括钨灯和其它白

炽灯光源、水银灯、发光二极管、弧光放电

灯和激光。在一些实施例中，可见光源主要

是指线型光源，如激光。在另一些实施中，

可见光源是指宽谱发射器，如白炽灯光源。

在一些实施例中，可见光源为太阳光。

在一些实施例中，光催化消毒系统另外

还包括紫外线光源。在一些实施例中，紫外

线光源发射出的波长范围约为 10～400nm。

通常，我们将波长低于 200nm 的紫外线称为

真空紫外线，因为这些波长能在很大程度上

被大气吸收。在本披露的一些实施例中，紫

外线光源发射出的波长范围约为 200～

400nm。例证用紫外线光源包括紫外荧光灯

（如 BLB 紫光灯）、低压水银蒸汽灯、发光

二极管、激光和弧光放电灯。在一些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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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紫外线光源主要是指线型光源，如激光。

在另外一些实施例中，紫外线光源为宽谱发

射器。

在一些实施例中，光催化消毒系统另外

还包括混合光源，即既含有紫外线光，又含

有可见光。在一些实施例中，混合光源含有

两个或多个独立的光源，如两个或多个灯或

激光。在另一些实施例中，混合光源是一种

在电磁波谱紫外线区域和可见光区域发射

光源的单光源。在一些实施例中，混合光源

为太阳光。

活性氧自由基包括单态氧、超氧阴离子

自由基、羟基和过氧化氢。通常，当本披露

富勒烯衍生物暴露在光源中时，该富勒烯衍

生物能生成单态氧，下面的试例将加以说

明。在一些实施例中，富勒烯衍生物在有紫

外光存在的情况下能通过光催化产生单态

氧。在一些实施例中，富勒烯衍生物在有可

见光存在的情况下能通过光催化产生单态

氧。在一实施例中使用太阳光谱产生活性氧

自由基，那么活性氧自由基（如单态氧）的

可见光生成说明了本发明富勒烯衍生物和

光催化消毒系统的独特优势。用太阳光谱产

生活性氧自由基有利于在没有光源用外部

电源的情况下使用本发明富勒烯衍生物和

光催化消毒系统，而这在使用传统的光催化

剂时是不可行的。在有可见光存在的情况

下，生成活性氧自由基尤其能区分本发明富

勒烯衍生物和通常用于光催化消毒系统的

传统光催化剂（如 TiO2）。

在光催化消毒系统的各实施例中，至少

有一种富勒烯衍生物为 C60衍生物。但，如

上所述，本发明光催化消毒系统可用多种富

勒烯衍生物。在一些实施例中，至少有一种

富勒烯衍生物可能含有更高的富勒烯，如

C70、C76、C78、C82或 C84的衍生物。在一些实

施例中，至少有一种富勒烯衍生物可能含有

碳数为 60 个(如 C60)～120 个（如 C120）的富

勒烯笼，或更为普通地来说，至少有一个富

勒烯衍生物的富勒烯笼可能有 C2m个碳原子，

其中 m大于等于 30。在本发明的光催化消毒

系统的各实施例中，至少有一个富勒烯衍生

物含有未被羟基化的富勒烯笼。

在光催化消毒系统的一些实施例中，至

少有一种富勒烯衍生物为单一的富勒烯衍

生物。在一些实施例中，至少有一种富勒烯

衍生物为单取代富勒烯衍生物。在一些实施

例中，至少有一种富勒烯衍生物为双取代富

勒烯衍生物。在一些实施例中，至少有一种

富勒烯衍生物为三取代富勒烯衍生物。在一

些实施例中，至少有一种富勒烯衍生物为四

取代富勒烯衍生物。在一些实施例中，至少

有一种富勒烯衍生物为五取代富勒烯衍生

物。在一些实施例中，至少有一种富勒烯衍

生物为六取代富勒烯衍生物。在另一些实施

例中，至少本发明的光催化消毒系统中有一

种富勒烯衍生物为多种富勒烯衍生物的混

合物（如，该混合物中至少有两种不同类型

取代的富勒烯衍生物，且每一个所含的取代

物数量都不同）。在一些实施例中，这类富

勒烯衍生物的混合物含有的富勒烯，其富勒

烯笼上含有 1～30个取代物。在各种实施例

中，取代物可以含有能与基质表面的适宜的

功能团形成共价键的端基功能团。譬如，与

羧酸、胺、羟基等功能团端基化的烷基、烯

基、炔基、环烷基、芳基、杂芳基或芳烷基

可以很容易地与基质表面的互补功能团反

应。在一些或其它实施例中，富勒烯衍生物

上的取代物也可能含有与特定的微生物或

病毒亲合的功能团，这使得可在光催化消毒

条件下选择性地进行致病对象。

在光催化消毒系统的一些实施例中，至

少有一种富勒烯衍生物为六取代 C60衍生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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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各种盐（如氯化物或三氟醋酸盐）

及其混合物。在一些实施例中，至少光催化

消毒系统中有一种富勒烯衍生物至少为一

种胺类富勒烯，这种胺类富勒烯含有 C60和

大量共价键合到 C60（如六取代 C60衍生物 4）

上的胺类端基基团。通常，本发明光催化消

毒系统的胺类富勒烯可能具有下述族性化

学结构：

式中的变量如上所述。

在一些实施例中，本发明光催化消毒系

统的基质表面可以是聚合物、金属或白炭

黑。在光催化消毒系统的一些实施例中，至

少有一种富勒烯衍生物为胺类富勒烯衍生

物，基质表面为羧酸功能化白炭黑。在这类

实施例中，本发明胺类富勒烯衍生物也可通

过白炭黑表面产生的酰胺键共价键合到基

质表面。在一些实施例中，每个胺类富勒烯

衍生物通过酰胺键共价键合到羧酸功能化

白炭黑上，而胺类富勒烯上的其它胺基将不

被键合。在其它实施例中，每个胺类富勒烯

衍生物通过多个酰胺键共价键合到羧酸功

能化白炭黑上，而胺类富勒烯上的部分胺基

将不被键合。熟悉此工艺的专业技术人员都

知道有多种方法可以功能化白炭黑表面，可

将多个不同的功能化白炭黑表面粘附在富

勒烯衍生物上。本发明所举实例使用了胺类

富勒烯和羧酸功能化白炭黑，但并不局限于

此。

在一些实施例中，富勒烯衍生物可共价

键合到单个基质表面。在另一些实施例中，

富勒烯衍生物可共价键合到多个基质表面。

譬如，如果基质表面为连续表面（如，呈片

状），那么富勒烯衍生物可以通过一个共价

键或多个共价键（如，胺类富勒烯用酰胺键）

粘合到基质表面。但，如果基质表面呈粒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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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白炭黑粒子，那么富勒烯衍生物可以键合

到群粒子中，这样富勒烯衍生物就起到了连

接粒子的作用。又或者，即使基质表面呈粒

状，富勒烯衍生物也可能只共价键合到单个

基质表面。将本发明富勒烯衍生物共价键合

到基质表面的优势在于这样得到的界面比

用不能进行功能化的光催化剂得到的界面

更加稳定。换一种说法，同使用传统的光催

化剂相比，共价键合增强了光催化基质表面

的相互作用，这样，在光催化消毒系统存在

的情况下可延长场寿命。

同未共价键合到基质表面的游离富勒

烯衍生物相比，如果共价键合到基质表面，

那么至少有一个富勒烯衍生物或多或少会

产生活性氧化自由基。在一些实施例中，同

未共价键合到基质表面的至少一种富勒烯

衍生物相比，当共价键合到基质表面时，至

少有一种富勒烯衍生物能产生多个活性氧

自由基。如果能在仍然保持产生大量活性氧

自由基的情况下，能将本发明富勒烯衍生物

固定在基质表面，那么这尤其有利于环境整

治等现场应用的催化回用。将富勒烯衍生物

固定在基质表面有可能会降低光催化活性

和抗菌活性，因为富勒烯笼间的密切接触使

得比表面积和可能的光致猝灭有所下降。

令人惊奇地是，本披露的富勒烯衍生物在共

价键合到基质表面上时通常会增大活性氧

自由基的产生率，从而改善了本发明系统的

光催化消毒性。虽然不是必要的，但在一些

实施例中，通过长链碳纤垫圈可将富勒烯衍

生物共价键合到基质表面以分离相邻的富

勒烯笼和基质表面，从而增大富勒烯衍生物

的有效比表面积。通过长链碳纤垫圈将富勒

烯衍生物粘合到基质表面可进一步提高富

勒烯衍生物产生活性氧自由基的能力。

在不受理论或机理限制的情况下，不管

是共价键合到基质表面或作为未键合的游

离富勒烯衍生物，本发明富勒烯衍生物中活

性氧自由基生成率的提高可能是因为消除

或完全减小了富勒烯衍生物的聚集。在未键

合状态下，本发明的一些富勒烯衍生物容易

形成较大的聚集体，从而容易发生光致猝

灭。但，如下所述，即使本发明富勒烯衍生

物以聚集态的形式存在，也能产生活性氧自

由基。通过将富勒烯衍生物共价键合到基质

表面，可消除或完全减小粒子间的聚集，这

样就能增大活性氧自由基的产生率。

在一些实施例中，将本发明富勒烯衍生

物共价键合到基质表面的另一优点在于可

有效改变基质表面键合富勒烯衍生物的大

小。譬如，在一些实施例中，基质键合富勒

烯衍生物的粒径大小一般为 100nm～1mm。通

常，当使用在固定床反应器和硫化床反应器

及过滤装置时，这些粒子的粒径分布都更

窄，使得可以连续催化使用表面键合富勒烯

衍生物。用本专业熟悉的技术可以根据粒子

的粒径对粒子进行选择性分离。又或者，基

质表面键合富勒烯衍生物可用在本发明的

其它不需要确定粒径大小的实施例中。

本发明光催化消毒系统产生的活性氧

自由基可减少大量环境污染物。譬如，在一

些实施例中，照射本发明富勒烯衍生物所产

生的活性氧自由基能灭活细菌、病毒、原生

动物等生物病原体。在其它实施例中，药物

和石化污染物等微量有机污染物可与活性

氧自由基反应以完全或部分将有机污染物

降解成更容易处理的形态。譬如，强疏水性

有机化合物可与活性氧自由基反应，通过其

它化学或物理分离法使化合物更具亲水性，

以除去污染物。除上述污染物外，通过本发

明光催化消毒系统可有效处理内分泌干扰

物、农药残留物和海藻毒素等有机污染物。

在一些实施例中，如果用太阳光谱作为

光源，那么本发明光催化消毒系统尤其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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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在传统光催化不可行的情况下进行的光

催化消毒系统的现场处理。具体来说，由于

太阳光谱可用于净化处理，所以在一些实施

例中，本发明光催化消毒系统不需要外部电

源。因此，在没有现成的外部电源或在农村、

发展中国家等经济不可行的情况下，可使用

光催化消毒系统。

本发明光催化消毒系统的另一显著优

点在于不会产生毒性副产物或致癌性副产

物，可使光催化消毒系统适用于人类使用的

净水装置。相反，在传统的净水工艺用氯净

化工艺和臭氧净化工艺中会产生一些对身

体有害的副产物（如三卤甲烷和溴酸盐）。

在本发明的其它实施例中，介绍了光化

学净化工艺中本发明富勒烯衍生物的使用

方法。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介绍了生

成至少一种活性氧自由基的方法，包括提供

一种至少含有一种富勒烯衍生物（这种富勒

烯衍生物至少能在有光源的情况下生成一

种活性氧自由基）的混合物，将这种混合物

与至少含有一种污染物的物质相接触，然后

用光源照射这种混合物。所生成的活性氧自

由基至少会与一种污染物相反应。在本发明

的一些实施例中，这种混合物另外还含有与

至少一种富勒烯衍生物共价键合的基质表

面。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光源为可见

光源。在本发明的其它实施例中，可见光源

为紫外线光源。在一些实施例中，可见光源

为太阳光谱。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活

性氧自由基为单态氧。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至少有一种

富勒烯衍生物为 C60衍生物。在本发明的一

些实施例中，至少有一种富勒烯衍生物为六

取代 C60衍生物。在一些实施例中，六取代

C60衍生物可以是

它的各种混合物和各种盐（如氯化物或

三氟醋酸盐）。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至少有一种

富勒烯衍生物为含有 C60和大量共价键合到

C60（如六取代 C60衍生物 4）上的胺类端基基

团的胺类富勒烯。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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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这种混合物另外还含有至少与一种胺类

富勒烯共价键合的基质表面。在更为普遍的

实施例中，本发明方法用胺类富勒烯的结构

如下：

式中的变量如上所述。

在一些实施例中，本发明方法可从液体

源（如水或工业废水等）中至少除去一种杂

质。在其它一些实施例中，本发明方法可从

气体（如大气或惰性气体）中至少除去一种

杂质。通常，本发明混合物和方法可用于净

化液体相或气体相。由于单态氧在空气中的

存在期长于在水中的存在期，所以气相净化

尤其有效。

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至少有一种杂

质为细菌（如大肠杆菌）或病毒（如 MS-2

噬菌体）。在本发明的其它一些实施例中，

至少有一种杂质为化学污染物，如小分子有

机物。在一些实施例中，至少有一种污染物

为药类化合物（如雷尼替丁、甲氰咪胍、萘

氧丙醇安或磺胺异噁唑）。在一些实施例中，

至少有一种杂质为石化混合物。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介绍了生成

至少一种活性氧自由基的方法，包括提供一

种至少含有一种共价键合到基质表面的胺

类富勒烯的混合物，将这种混合物与至少含

有一种污染物的物质相接触，然后用光源照

射这种混合物。活性氧自由基至少与一种污

染物相反应。在有光源的情况下，至少有一

种胺类富勒烯适用于生成至少一种活性氧

自由基。在更多的实施例中，至少一种胺类

富勒烯的结构如下：

式中的变量如上所述。

在一些实施例中，至少有一种胺类富勒

烯为 C60胺类富勒烯的混合物。在一些实施

例中，至少有一种胺类富勒烯为单取代、双

取代、三取代、四取代、五取代和六取代 C60

胺类富勒烯。在本发明的其它一些实施例

中，至少有一种胺类富勒烯为六取代 C60衍

生物。

在本发明的其它一些实施例中，光源为

可见光源。在本发明的其它实施例中，可见

光源为紫外线光源。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

中，可见光源为太阳光谱。在本发明的一些

实施例中，至少有一种活性氧自由基为单态

氧。

在一些实施例中，本发明方法可从液体

源（如水或废水等）中除去至少一种杂质。

在其它一些实施例中，本发明方法可从气体

（如大气或惰性气体）中至少除去一种杂

质。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至少有一种

杂质为细菌（如大肠杆菌）或病毒（如 MS-2

噬菌体）。在本发明的其它一些实施例中，

至少有一种杂质为化学污染物，如小分子有

机物。在一些实施例中，至少有一种污染物

为药类化合物（如雷尼替丁、甲氰咪胍、萘

氧丙醇安或磺胺异噁唑）。在一些实施例中，

至少有一种杂质为石化混合物。

在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介绍了生成

至少一种活性氧自由基的方法，包括提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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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至少含有一种共价键合到基质表面的胺

类富勒烯的混合物，将这种混合物与至少含

有一种污染物的物质相接触，然后用光源照

射这种混合物。至少一种胺类富勒烯含有 C60

和多个与 C60共价键合的端胺基基团。在有

可见光的情况下，至少有一种胺类富勒烯适

用于生成至少一种活性氧自由基。

在一些实施例中，至少有一种活性氧自

由基至少为单态氧，至少有一种杂质为细

菌、病毒、原生动物或这些物质的混合物。

在这些实施例中，单态氧至少可灭活一种污

染物。

在其它实施例中，至少有一种活性氧自

由基至少为单态氧，至少有一种污染物为化

学污染物。在这些实施例中，单态氧至少可

降解一种污染物。如上文所述，在一些实施

例中可达到完全降解。然而，在其它实施例

中，降解包括通过其它净化法除去至少一种

污染物的化学转化。

试验实例

以下实例将更加详细、全面地介绍上面

所提及到的一些实施例。

实例 1

六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的合成和净化

图 2A-2D 举例说明了六取代 C60富勒烯

衍生物的合成方法。通常，通过宾格反应可

将丙二酸酯或丙二酸酰胺衍生物亲核加成

到 C60。通常，C609和丙二酸酯或丙二酸酰胺

衍生物可在碱性{如 1,8-二氮杂二环[5.4.0]

十一烯-7（DBU）}下溶解在甲苯中。然后通

过液相色谱法从反应混合物中分离六取代

加合物以生成水解中间体 10-13。水解后，

分离六取代 C60衍生物 1-4，然后透析净化并

在真空下干燥。

六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 4 这种胺类富

勒烯可通过 1-(3-二甲氨基丙基)-3-乙基碳

二亚胺盐酸盐（EDC）进一步与功能化硅胶 8

反应以在富勒烯功能化白炭黑表面 7的白炭

黑表面形成酰胺键。图 2E 举例说明了将六

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 4 添加到白炭黑表面

的合成方法。通过热重分析可确定白炭黑表

面的富勒烯含量，通过红外线光谱可确定酰

胺键是否形成。

实例 2

从六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中生成光化

诱导单态氧

室温（22℃）下，在 6 个 4W 的 BLB 紫

光灯（Philips TL4W，发光波长范围：350～

400nm）照射下，在 60mL 的圆柱形石英管反

应器中，通过磁搅拌可光化生成单态氧。入

射光强度为 3.79×10
-4
Einstein min

-1
L

-1
。

在 pH=7 的情况下，用 10mM 磷酸盐缓冲液缓

冲反应溶液，这种反应溶液含 50μM六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 1-4和 0.5mM作为单态氧诱

发剂/反应剂的糠醇（FFA）。之后，将溶液

暴露在光源中。在进行光化反应时，用注射

器定期从反应器中抽取 1mL 试样等分，然后

用 0.22μmPTFE 过滤器（Millipore）过滤，

然后注入 2mL的琥珀色玻璃瓶中进行进一步

地分析。用 HPLC 对剩余的 FFA 浓缩液进行

定量分析。图 3的示意图说明了各种六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和富勒醇中剩余的少量呋

喃甲醇同照射时间的关系图。为便于比较还

从市售富勒醇中生成单态氧。

表 1 比较了六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

1-4、市售富勒醇和玫瑰红的 FFA 初始降解

率。为便于比较，也给出了在有 L-组氨酸和

叔丁醇的情况下，六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

1-4的初始 FFA 降解率。额外的 L-组氨酸能

明显抑制 FFA 的降解率，而在有叔丁醇的情

况下又不能明显改变降解率。这两种结果都

说明了在光化学照射下主要形成的活性氧

自由基为单态氧。如 FFA 降解率所示，就 C60

富勒烯衍生物生成的单态氧而言，六取代 C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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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勒烯衍生物 4 生成的最多，六取代 C60富

勒烯衍生物 1生成的最少。同市售富勒醇相

比，所有的六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的单态

氧生成率都更大。

表 1

六取代 C60衍生物的单态氧生成率

初始 FFA降解率

无清除剂 L-组氨酸清除剂 叔丁醇清除剂

1 8.18±0.68 0.15±0.04 6.30±0.44

2 13.28±0.44 0.68±0.10 11.68±0.26

3 11.36±0.56 0.72±0.10 10.43±0.92

4 19.06±0.60 0.28±0.13 18.21±0.39

富勒醇 1.30±0.19 0.25±0.05 1.52±0.14

玫瑰红 16.34±0.29 0.07±0.04 16.70±0.47

图 4说明了在有 2,2,6,6-四甲基-4-哌

啶醇充当自旋捕捉剂的情况下，六取代 C60

富勒烯衍生物 4 的电子顺磁共振谱（EPR）

同照射时间的关系图。随着照射时间的增

加，EPR 信号也增强，这同较长照射时间下

增大的单态氧生产率一致。

实例 3

六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中三重态衰减

动力学的测量

借助激光闪解，用 308nm 的激光脉冲

（10-20 mJ，脉冲宽度为 10ns）可测量六取

代 C60衍生物的三重态衰减动力学。用氙灯

做监控光源。就激光闪解测量而言，在 pH=7

的情况下，在 10mM 的磷酸盐缓冲液中缓冲

六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调节溶液的浓度，

使其在 308nm 下的吸光度约为 0.5 吸光单

位。用氩气冲泡 15 分钟以清洗测试溶液，

然后与大气隔离密封。根据每个六取代 C60

富勒烯衍生物中的特定功能团，在随后

650～770nm的监控下，用激光脉冲照射可诱

导三重态的瞬时生成。

图 5说明了同富勒醇相比，各种六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的三重态衰减动力学。如图

5所示，同市售富勒醇相比，所有六取代 C60

富勒烯衍生物都具有卓越的三重态衰减动

力学。六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 1-4 的三重

态寿命为 30～44μs，而富勒醇的三重态寿

命仅为 9μs。在实验条件相当的情况下，由

于相邻 C60笼间相互作用引起的光致猝灭使

得在纯 C60己烷溶液中没有发现形成三重态。

实例 4

六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的粒径测试

在碳格上干燥六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

的水溶液或磷酸盐缓冲液，并用 Zetasizer

Nano ZS90 粒径分析仪（粒径检测限约为

1nm）进行动态光散射分析。图 6A 和 6B 说

明了从水溶液和 10mM 磷酸缓冲液中沉积的

各种六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的粒径直方图。

图 6A给出了六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 2的粒

径直方图。图 6B给出了六取代 C60富勒烯衍

生物 4的粒径直方图。如图 6A 和 6B所示，

就六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而言，粒径分布

据水溶液化学而明显不同。值得注意的是，

尽管在水溶液中形成了相当大的粒子凝聚

体，但形成的单态氧仍然残留在六取代 C60

富勒烯衍生物中。这同 C60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在 C60中，粒子凝聚体通过光化生成单

态氧的能力大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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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 5

六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的细菌、病毒

灭活

黑暗状态下，用最低抑菌浓度（MIC）

试验和大肠杆菌 K12 评测了几种六取代 C60

富勒烯衍生物和富勒醇的固有抗菌性。在转

移到低限肉汤（MD）介质前（即磷酸钾减少

90%的肉汤介质），在 37℃下，在 LB 培养基

内培养大肠杆菌一整晚。稀释培养物，使其

在 600nm 下的最终光密度（OD600）达到

0.002。然后以不同浓度在 MD介质中加入六

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测量 OD600 可用分

光光度法评测 37℃下的过夜增长。不会产生

浊度（说明大肠杆菌没有生长）的功能化 C60

富勒烯衍生物的最低浓度用 MIC 表示。六取

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 1和 3在黑暗状态（MIC

＞400mM）下没有抑制大肠杆菌的生长。六

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 4 展现了对大肠杆菌

的轻微的固有抗菌活性，即 120μM。但，同

原始的 C60相比，固有的抗微生物活性相对

更轻，因为 C60展现出的 MIC 值为 0.7～2.8

μM。

用大肠杆菌和 MS-2 噬菌体可评定六取

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的光诱导杀菌活性和杀

病毒活性。37℃下，在胰蛋白酶大豆肉汤

(TSB)介质下培养大肠杆菌 18小时。冲洗两

次后，在 10mM 的磷酸盐缓冲液中重悬离心

产物以制得大肠杆菌原液。在 37℃下培养

24小时，在营养琼脂上用涂布培养法确定最

终浓度。培植和 MS-2 噬菌体一起在早期固

定相生长的大肠杆菌 C3000 以得到 MS-2 噬

菌体，然后再用软琼脂覆盖（双层琼脂）菌

斑分析法进行定量测试。从融合溶菌的覆盖

琼脂板中制备 MS-2 噬菌体。在光强度足以

低到仅用紫外线照射不能诱导任何大肠杆

菌或 MS-2 噬菌体灭活（大肠杆菌为：8.4×

10-6 Einstein min-1L-1；MS-2 噬菌体为 6.1

×10-6 Einstein min-1L-1）的情况下，用 BLB

紫光灯完成光敏微生物灭活。大肠杆菌和

MS-2噬菌体灭活试验用反应溶液（10mM、pH

为 7.0 的磷酸盐缓冲液）含有 50μM六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和大肠杆菌（3×10
5
菌落形

成单位 CFU/mL）或 MS-2 噬菌体(3×10
5
噬斑

形成单位 PFU/mL)。在各试验期间，在固定

的间隔时间内抽取 1mL的试样以对大肠杆菌

和 MS-2 噬菌体进行定量分析。再重复进行

三次上述分析（标准偏差＜10%）。

图 7 的示意图说明了同富勒醇和 TiO2

相比，在有 BLB 紫光灯的情况下，各种六取

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的大肠杆菌灭活与照射

时间的关系图。就每个六取代 C60富勒烯衍

生物 1、2 和 4 而言，在停滞一段时间后可

观察到明显的大肠杆菌灭活（这常见于细菌

消毒动力学）。在测试条件下，仅通过富勒

醇或紫外光没有观察到大肠杆菌灭活。六取

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 4 的灭活与 TiO2的灭活

相当，后者通常用于光化诱导细菌灭活。图

8说明了在紫外光（有、无 L组氨酸清除剂）

和黑暗状况下，六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 4

的大肠杆菌灭活与照射时间的关系。如图 8

所示，不管是在黑暗状态下，还是在有清除

剂的情况下都没有观察到细菌灭活现象。

图 9的示意图说明了同富勒醇相比，在

有 BLB 紫光灯的情况下，各种六取代 C60富

勒烯衍生物的 MS-2 噬菌体灭活与照射时间

的关系。就每个六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 1、

2和 4而言，可观察到明显的 MS-2 噬菌体灭

活，尤其是六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 4。在测

试条件下，富勒醇产生了极其甚微的 MS-2

噬菌体灭活现象。MS-2 噬菌体病毒的灭活现

象尤其重要，因为在紫外光照射下，病毒灭

活通常比细菌灭活更难处理。

图 10 的示意图说明了浓度不同的各种

六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 4的 MS-2噬菌体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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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与照射时间的关系。图 11 的示意图说明

了 10μM下，在紫外光（有、无 L组氨酸清

除剂）和黑暗状况下，六取代 C60富勒烯衍

生物 4 的 MS-2 噬菌体灭活与照射时间的关

系图。在浓度较低的六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

物 4（约 10μM）下，在黑暗状态下或在有

L-组氨酸清除剂的情况下没有观察到 MS-2

噬菌体灭活现象。但，不像在大肠杆菌灭活

所观察到的一样，在浓度较高的情况下（约

50μM），黑暗状态下或在有 L-组氨酸的情况

下也会产生一些 MS-2 噬菌体灭活现象。

图 12 的示意图说明了同 TiO2相比，六

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 4的 MS-2噬菌体灭活

与照射时间的关系图。如图 12 所示，就病

毒灭活能力而言，六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 4

的灭活能力明显优于 TiO2的灭活能力。在相

同条件下，浓度为 0.15g/L 的六取代 C60富

勒烯衍生物 4 的活性 MS-2 噬菌体的 2 级对

数去除仅为 4 分钟，而与之相当的浓度为

0.2g/L 的 TiO2的灭活的 2 级对数去除需花

费 3小时。

实例 6

白炭黑键合六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 4

的光物理特性和光化学降解

通过酰氨键可将六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

物 4共价键合到市售 3-（2-丁二酸酐）丙基

功能化硅胶（直径约为 0.2～0.3mm）上。也

可以用相当或类似的方法使用其它类型的

功能化硅胶。图 13 的示意图说明了共价键

合到功能化硅胶载体的浓度不同的各种六

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 4的 UV-VIS反射光谱。

表面键合的六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 4 的

UV-VIS 光谱同未键合的衍生物的 UV-VIS 光

谱相当。

图 14 的示意图说明了在有无紫外光截

止滤光片的情况下，浓度不同的白炭黑键合

六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 4 的剩余 FFA 与照

射时间的关系。不管有无紫外光，正如 FFA

氧化率所示，在有可见光的情况下，表面键

合六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 4 适于生成单态

氧。这恰好同对 TiO2所观察到的现象相反，

就 TiO2而言，如图 15 所示，在没有紫外光

的情况下，几乎观察不到 FFA 氧化现象。图

15 的示意图说明了不管有无紫外光截止滤

光片，TiO2中剩余少量 FFA 与照射时间的关

系。就六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 4 而言，在

强度相对较低（55μw/cm2）的情况下也容易

生成单态氧。

除微生物和病毒灭活外，表面键合六取

代 C60富勒烯衍生物可从水源中由效除去化

学污染物。雷尼替丁、甲氰咪胍、萘氧丙醇

安或磺胺异噁唑属于小分子药类化合物，在

污水处理过程中会成为化学污染物。图 16

示意了在白炭黑键合六取代 C60富勒烯衍生

物 4下，在光强度为 55μw/cm
2
(350～650nm)

下，雷尼替丁、甲氰咪胍、萘氧丙醇安和磺

胺异恶唑的分级浓缩与照射时间的关系。如

图 16 所示，在 1 小时内基本上可以降解雷

尼替丁、甲氰咪胍和萘氧丙醇安。虽然，磺

胺异恶唑的降解明显要缓慢点，但在两小时

的照射时间内没有明显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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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低CO2排放的天然气热裂产氢法

余击空 译

天然气资源的丰富性以及它的高氢含

量使其成为低成本氢供应的首要候选对象。

用甲烷热裂法对天然气进行热分解能产生

碳和氢。生产一克分子氢所需的过程能量仅

为甲烷高热值的 5.3%。生产氢作为燃料而不

用碳作为燃料的热效率可达 60%。传统的甲

烷水蒸气重整每克分子氢需要 8.9%的过程

能量，每克分子甲烷能产出 4克分子氢，而

用甲烷热裂法能产出 2克分子氢。由于全球

气候变暖，用甲烷热裂法时，生产每单位氢

所排放的 CO2排放量是最低的，并且当所产

生的碳被收集的或作为商品被销售时，CO2

是可以被完全消除的，用氢作为该过程的燃

料。传统的天然气蒸汽重整和 CO 转移会排

放大量 CO2。用非化石、太阳能、核能和水

力产氢，主要用的电解法，所需要的能量比

用天然气的多得多。从能源的可获得性、能

源和环保的角度来看，用甲烷热裂来产氢是

最具有吸引力的。当副产品炭黑作为可出售

材料时，天然气热裂产氢法有可能是大量产

氢且成本最低的方法。

氢已被视作将来在环保方面最被接受

的燃料。问题是氢没有天然来源，所以并不

是主要的燃料。氢必须从其它丰富的资源中

产生，水就是最丰富的资源。但是，要从水

中产氢需要很多能量。一般情况下，长期以

来使用化石燃料能量，采用众所周知的水汽

变换反应法来产氢。化石燃料、煤、石油和

天然气都是含碳的，含有各种其它杂质，比

如硫、氮和矿物质，因此大量碳、硫、氮和

矿物质的氧化或还原复合物被排放到环境

中。从环保角度来讲，用于产氢的两种最被

接受的主要能源是核能和太阳能。主要从安

全层面考虑，再加上多种其它因素，核能不

被公众所接受。在使用太阳能分解水产氢方

面做了很多研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本

方法将会是产氢的主要方法。

目前最广泛应用最清洁的氢来源是用

蒸汽重整天然气。该方法最广泛应用于为生

产甲醇和氨等基础化学品供应氢。天然气重

整也为太空计划提供氢作为火箭燃料。主要

问题是天然气重整产生并排放较大量的

CO2，CO2是造成全球变暖的温室气体，会造

成全球气候变化的不良后果。近期另一个可

选择的方法可消除天然气产氢中这一主要

关心的问题。天然气可热分解成碳和氢。碳

可被收集或作为材料商品出售。所以，可从

天然气中清洁地产氢而不产生 CO2。我们将

该方法命名为 Hy-C 法，也就是氢和碳的首

字母缩写。下面是第一阶的质量和能量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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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分析，将甲烷热分解与其它多种产氢方

法进行了对比。

1. 甲烷热裂（甲烷热分解）

甲烷热分解的热动力可从分解反应式

中得到

CH4=C+2H2

可进行平衡计算来确定在何种条件下

能达到高度分解。图 1是留在气相中作为温

度和压力的函数的甲烷的克分子数平衡图。

气相中的氢和甲烷与固相的碳相平衡。该图

显示，在一个大气总压力中几乎没保留有甲

烷，在 800℃以上，气相氢含量大于 95%。

在更高压力下，平衡转到更高甲烷浓度，所

以分解多数甲烷需要更高温度。还可以看

出，可通过添加催化剂（最为现实的就是碳）

来提高分解率。

该方法可能会需要从甲烷中分离出氢

并循环使用甲烷，以便在更高压力下获得高

纯度氢蒸汽。图 2是工艺流程图。虚线表示

向甲烷分解反应炉提供吸收热的另一过程

燃料条件。来自于分解器中的氢、甲烷或甲

烷和氢甚至于碳可用作燃料，直接加热反应

炉。在电阻加热或感应加热中，也有可能使

用电能。如果需要分离气体来产生高纯度

氢，可使用活性炭的变压吸附或膜吸附来将

氢从甲烷中分离出来。

为了评估该过程的能量，反应的基本焓

是生产一克分子氢所需能量的最小数量。为

了说明向分解提供热能的低效率，可以推测

该过程的整体热能是 80%有效。

生产每一克分子氢所需的热能如下：

过程能量=
2

4 3.11
6.1

/18
280.0 molH

KcalmolCHKcalH
==

×
∆ 反应

过 程 能 量 仅 为 甲 烷 燃 烧 高 热 值

212Kcal/mol CH4的 5.3%。为分解提供热能

有几种方法。

A）氢气作为加工燃料

采用以上甲烷分解反应所产出的氢可

以为分解提供吸热过程能量。采用该方式，

由于所有过程能量都由氢燃烧所提供，所以

没有 CO2 排放。氢燃烧的高热值达 68

Kcal/molH2，每一克分子甲烷所产生的 H2的

净克分子为：

所 产 生 的 H2 的 净 克 分 子

= =
×

−
0.68

3.1120.2 1.67克分子 H2/克分子 CH4

每单位氢所需的总能量是基于每单位

氢消耗的天然气总量的加热值。甲烷燃烧的

高热值是 212Kcal/molCH4,所以：

总能量=
2/9.126

67.1
2121 molHkal=

×

这就相当于生成氢的热效率为：

热效率= %3.53100
9.126

0.68
=×

在这种情况下，生产每单位氢所排放的

CO2为零。热效率较低的原因是由于碳没有

作为燃料。如果碳可以作为商品销售，那么

热效率没有实际意义，因为碳转换率，即转

化成炭黑的甲烷中碳的量和产出的甲醇中

碳的量的比值分数，可高达 100%。这样，产

碳的经济学，包括原材料原料的成本和投资

成本就成为重要因素，而不是热效率。目前

碳的应用，包括用作橡胶硫化剂、油墨颜料、

空气和水净化固体吸附剂、电极材料。碳的

新用途可能还包括用作动物饲料添加剂、建

筑材料、土壤调理剂。实际上，为了尽量降

低产氢成本，要多发现大量纯碳的更多用

途。如果实施对碳排放征税，那么储存或者

收集碳是经济节约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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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甲烷作为加工燃料

当把天然气作为燃料，以 80%的效率向

甲烷热分解提供热量，每单位甲烷净产氢如

下：

净产氢=
42 /81.1

212
3.1121

0.2 molsCHmolH=
×

+

那么，总的过程能量为：

2/1.117
81.1
2121 molHKcal=

×

热效率为

%1.58100
1.117
0.68

=×

由于将甲烷用作过程燃料，要排放一些

CO2，所以每单位氢所排放的 CO2为：

22 /053.0
212

3.11 molHmolCO=

C）碳作为加工燃料

当用碳作为加工燃料，甲烷热分解产的

氢就一点没有流失，但是却产出更多的 CO2，

碳燃烧的热量是 94Kcal/molC。

产生的净 H2=2.00mols H2/cal CH4

总的过程能量=

molKcal /0.106
00.2

212
=

热效率= %2.64
0.106

68
=

排放的 CO2克分子=

molmolesCO /12.0
0.94
3.11

2=

应指出的是，如果将碳作为商品出售，

那么生产每单位氢所需的总能量和各自的

热能是第二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碳效率

是最为重要的了。因此在 c）中将碳作为燃

料，甲烷中的碳转化为碳产品，碳效率是

76%。

D）过程中的电能

有可能使用电阻加热元件形式或感应

加热形式的电能来热分解甲烷分解反应器

中的甲烷。假如是带有联合蒸汽循环的天然

气涡轮机，从热能到电能的能量产生效率可

达 55%。使用适当材料的电阻加热，从电能

到热能的能量产生效率可达 80%。感应加热

也可取得近似的效率数值。所以，用天然气

向甲烷分解反应器供应电能生产氢的总热

效率是 55%×80%=44%，基于该数值，可确定

以下内容：

电厂中使用的向甲烷分解器中供应电

能的天然气

4

193.0
44.0212

18
CHmol

Kcal
分解的

克分子天然气
天然气 =

×
=

422 /68.1
193.01

00.2 molCHmolHH =
+

=产生的净

2/2.126
68.1

212 molHKcal==过程能量

%9.53
2.126

0.68
==热效率

联合循环电厂中所用的甲烷燃料排放

出 CO2，所以

222 /10.0
2
193.0 molHmolCOCO ==排放出的

2. 甲烷-水蒸气重整

产氢的常见方法是天然气的蒸汽重整，

分为两步如下：

水蒸气重整 CH4+H2O=CO+3H2

转化 CO+H2O=CO2+H2

总反应 CH4+2H2O=CO2+4H2

总的水蒸气重整的反应热是重整了

+60Kcal/mol CH4，在 80%热效率，每单位氢

所需的过程能量为：

2/8.18
48.0

60/ molHKcal=
×

=每单位氢过程能量

重整每克分子 CH4过程热量中的 CH4克

分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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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0
2128.0

60 =
×

所产生的 H2克分子数/克分子 CH4

95.2
354.00.1

0.4
=

+

总的过程能量

2

9.71
95.2

212
molH

Kcal
=

热效率

%6.94
9.71

68
=

CO2排放

22 /338.0
0.4

354.1 molHcalCO=

过程能量中数值 18.8Kcal/molH2是甲

烷燃烧的摩尔热值 212Kcal/molCH4的 8.9%，

所以水蒸气重整的过程能量比甲烷裂解的

过程能量高 68%。但是甲烷水蒸气重整的总

热效率与甲烷裂解的总热效率高 75%。然而，

CO2排放量至少与甲烷裂解高 3 倍。如上所

述，在本体系中，如果是甲烷裂解，会产生

两个产物，即氢和纯碳（炭黑）。碳可被视

作商品，所以如果碳不用做燃料，热效率就

没有意义。因为碳可作为商品出售，甲烷中

的碳转化成产品中的碳是有意义的。所以在

这种情况下，在甲烷裂解中当氢被用于提供

裂解的能量时，碳转化率为 100%，但是当用

碳作为甲烷分解器中的燃料时，碳转化率降

低到 76%。

氢的另一唯一的天然来源是水。可用多

种方法来分解水，包括电解、电化学和光解。

以下将讨论其它产氢方法的能量和 CO2排放。

3. 用天然气联合循环发电装置对水进

行电解

由于电解水需要大量电能，所以要获得

低价电很重要。使用带有联合蒸汽循环的天

然气涡轮机能取得 55%的从热能到电能的转

化率。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装置的效率较低

为 45%，因此，只要考虑发电装置使用化石

燃料做原料，天燃气的热效率最高。水的电

解比较有效，其从电能到氢的热效率为 80%。

所以基于最有效的天然气发电装置，整体热

效率为 55%×80%=44%。过程能量和总体热能

为：

过程能量和总体热能

2/5.154
44.0

68 molHKcal=

H2转化为甲烷的比率

37.1
5.154

212/ 42 ==molCHmolesH

CO2排放量

22 /73.0
37.1
1 molHmolesCO=

4. 使用煤热对水进行电化学分解

由于水的电解需要电能，用化石燃料产

生电能不是很有效，并且要损失热能，数十

年前人们就已开始探索直接使用热能来分

解水的方法。结果，研发出了需要化学氧化

还原过程的热化学循环。这样一种循环使用

碘和硫酸循环。可以确定，这些循环有所限

制，并取决于操作温度，据说效率可达到

60%。所以，过程能量和总热能为：

过程能量和总热能

2/3.113
60.0

68 molHKcal=

H2与煤的比率

煤molmolesH /88.0
3.113

100
2=

烟煤的热值是 100Kcal/molCH0.8O0.1

CO2排放量： 14.1
3.113

100
=

5. 用于水电解的核能

核能可发电而不产生 CO2，目前的轻水

冷式核反应堆有所限制，基于裂变能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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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热效率发电。

由于电能转化为氢热能的最佳电解转

化效率为 80%，总体热能效率为 30×80=24%，

所以每单位氢的总能量是：

过程能量和总热能

2/3.283
24.0

68 molHKcal=

每单位氢的 CO2为零。

6. 用于水电解的太阳光伏能

太阳能可直接用太阳能光伏电池发电。

基于入射太阳能，目前的电池的发电效率为

10%，然后，用发出的电在 80%电效率将水电

解分解为氢，所以整体热效率为 10%×

80%=8%。

每单位氢的总太阳能为：

过程能量和总热能

2/0.725
08.0

68 molHKcal=

CO2排放为零

7. 用于水电解的水能、风能和地热能

实际上水能和风能都源自太阳能，因为

是太阳蒸发更低位置的水分并在更冷更高

的位置进行冷凝，这样水就向下流动，为涡

轮式发电机提供动能。同样地，风流是由太

阳的热梯度所造成的。地热能实际源自储存

于地层深处的放射热。但是既然这些都是地

球上天然能源，它们可被当作主要的能源。

可通过用水做动力的机械式涡轮机来转换

水力和风能和地热。这些机械设备相当有

效，80%转换为电能。在水电解电池中使用

这种 80%热效率的电能，得到的总效率为 80%

×80%或 64%。

总的等值热能：

2/0.106
64.0
8.0 molHKcal=

CO2排放为零

讨论

表 1给出了上述各系统中制 H2所用能源

和效率以及 CO2的排放数据。从表 1的分析

数据大概可总结出下列几条内容：

1) 制氢所需核能和太阳能远远大于

化石燃料、水电和风电的使用。

2) 如 果 是 低 能 源 需 求 （ 低 于

155Kcal/molH2），那么在制氢时，可减小

CO2的排放量，甚至是不排放。

3) 制氢工艺中能源消耗最少的就是

热分解甲烷。

4) 根据制氢所需原料的总燃料值，

总热量最小的即为天然气的蒸汽重整，但每

单位氢气产生的 CO2的排放量至少是甲烷裂

解产生的 3倍。

5) 如果将碳看作易销原料商品，那

么工艺能耗就是考虑工艺效能的唯一能耗，

这样，碳效能就变得比较重要。

有趣的是通过使用高效发电机提供的

电能对甲烷进行热分解和通过燃烧燃料产

生的能量对甲烷进行热分解，其效果相当。

除上述考虑因素外，选择最优化的制氢

工艺必须考虑经济因素和产能。同当今在石

化资源方面的资本投资相比，在非石化能源

方面的资本投资相对要高些。另外，水电-

风电和地热资源在供给和产能上相对有限，

而且还需要考虑地理位置。就大规模制氢而

言，随后 100年天然气的供给是非常充足的。

当选择较优化的制氢工艺时，应考虑能源需

求、CO2排放及碳作为易销原料商品的使用。

目前建议将研究重点放在开发、研究优

化反应炉上。该反应炉用于高温分解甲烷以

制备氢气和副产品-碳产品。建议在考虑到

平衡和动力学、转换、气体分离、再循环以

及质量和能量平衡的诸多因素下，尽量优化

甲烷高温分解工艺以制备氢气。

表 1 产氢的基本能量需求和 CO2排放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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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甲烷裂解平衡图

图 2 天然气裂解产氢和副产碳的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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