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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生物精细构型的光催化材料和光热转换材料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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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性的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问题备受关注。 太阳能作为一种可再生的能源，实现其清洁、高效和低成本的转换及利用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其中，利用光催化可将太阳能转换为可存储和运输的氢能，而通过光热效应可借助太阳能对海水进行淡化，这将有助于缓解能源短缺、
环境污染以及淡水资源紧缺等问题。

如何提高光能转换材料的能量转换效率是当今太阳能转换领域的关键课题。 材料的性质由多种因素决定，其中构型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因此，优良的材料构型设计成为材料、化学、生物等多学科、多领域的研究热点，以满足光电催化、光热治疗、能量转换与存储等不同领域的应用需

求。 然而，目前人工制备手段以“自下而上”的化学自组装与“自上而下”的物理加工方法为主，不仅成本和效率难以兼顾，更难以精准构筑具有

复杂精细三维分级构型的微纳结构。 对此，有学者提出“遗态材料”的概念，借鉴自然界生物体（包括微生物、动物以及植物）的精细构型，并以自

然界生物体结构作为模板，制备出具有特殊结构和功能的材料。 这为当今许多领域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和启发。
近年来，基于生物精细构型的光能转换遗态材料发展迅速，在光电催化及光热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受自然界中的光合作用启发，可通过

光催化反应将太阳能转换为化学能。 具有三维分级结构的材料的各向异性强、反应接触面积大、微纳米孔多，能够有效增强半导体催化剂的电

学、光学特性和催化性能。 以树叶、蝴蝶等生物为模板的微纳多孔结构材料提高了催化剂对入射光的吸收，同时也为水分解反应提供了更多的反

应位点，其产氢性能比普通构型的材料提高了数倍。 同时，在光热水蒸发系统中，木材、蝶翅、莲蓬等模板由于快速的吸水能力、高效的光吸收和

光增强能力以及良好的隔热性能，其与金属纳米颗粒的复合材料具有优异的光热蒸发速率与光热转换效率。
本文从光催化水分解与光热水蒸发两个领域的应用方面，分别介绍了基于树叶、蝴蝶、硅藻等天然生物精细分级结构的高效太阳能转换材料

的构筑及应用，对设计、制备具有分级微纳构型的光能转换材料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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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ｍｍｏｎ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ｏｔ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 ｏｆ ｍｅｔａｌ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ｙ ｗｉｎｇｓ， ｌｏｔｕｓ 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 ｓｈｏｗ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ｐｈｏｔ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ｗａｔｅｒ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ｌｉｇｈｔ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ｌｉｇｈｔ 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ｅｍ⁃
ｐｌ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ｌ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ｉｎ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ｅａ⁃
ｖｅｓ， ｂｕｔｔｅｒｆｌｉｅｓ， ｄｉａｔｏｍｓ， ｅｔｃ． ａｒ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ｄｒｉｖｅｎ ｗａｔｅｒ ｅｖａｐｏｒａ⁃
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ｇｈｔ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ｇｒａｄｅｄ ｍｉｃ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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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ｎｏ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ｏｌ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ｉｎ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 ｐｈｏｔ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０　 引言

能源危机与环境污染是全球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因此

如何清洁、高效利用太阳能意义重大［１⁃２］ 。 其中，利用光催化

能够将太阳能转换为可存储和运输的氢能，利用光热效应进

行海水淡化可解决能源短缺、环境污染及淡水资源紧缺等问

题［３⁃４］ 。 然而，光能转换材料的能量转换效率仍是目前太阳

能转换领域亟待提升的关键指标。
材料构型是影响材料性质的关键因素之一，优良的材料

构型设计，尤其是微观尺度下的精细微纳构型研究，成为材

料、化学、生物等多领域的研究热点。 不同尺度、维数、层次

和形态的各种构型组合可赋予材料多种特性，以满足光 ／电
催化、生物检测与传感、光热治疗、能量转换与存储等不同领

域的应用需求。 然而，目前人工制备手段以“自下而上”的化

学自组装与“自上而下”的物理加工方法为主，但此方法难以

兼顾成本和效率，更难以精准构筑具有复杂精细三维分级构

型的微纳结构。
自然界生物的精细构型给予了研究者启迪。 生物经过

亿万年优胜劣汰的进化选择，形成了独特的身体结构、尺度、
维数等，满足了其生存与繁衍的需求。 遗态材料（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的中心思想是“师法自然”，“师”首先意为

敬畏自然，再则是以自然为师。 大自然中的生物经过亿万年

优胜劣汰的进化选择，它们身上所具有的多种、多样、多维

数、多尺度的独特结构满足了自身的生存、繁衍需求。 而人

类在面对某一领域的具体需求时，往往可以在自然界中找到

灵感和启发，通过以自然为师，研究、利用或者复制生物天然

的优良微纳结构，并将其应用于不同的领域。
基于不同生物的精细微纳结构，科学家们已经开发出具

有不同特性、适用于不同应用需求的多种功能材料，图 １ 为

部分典型的光响应生物模板及与其相对应的具有生物精细

构型的功能材料概览。 图 １ 中展示了具有微米尺度精细构

型的昆虫复眼、蝴蝶翅膀、甲虫外壳和具有毫米尺度精细构

型的植物叶片、莲蓬、仙人掌表皮等多样化的天然精细分级

微纳结构，以及以它们为模板成功制备的具有原始模板精细

分级微纳结构的遗态材料。 例如基于多层膜干涉、光栅衍

射、非相干等的光学原理，具有周期性树枝状叠层肋（Ｍｕｌｔｉ⁃
ｌａｙｅｒ ｒｉｂｓ）微纳结构的蓝闪蝶（Ｍｏｒｐｈｏ ｍｅｎｅｌａｕｓ）具有美丽闪

耀的蓝色翅膀［５］ ；基于双反射光学原理，小天使凤蝶（Ｐａｐｉｌｉｏ
ｐａｌｉｎｕｒｕｓ）、天堂凤蝶（Ｐａｐｉｌｉｏ ｕｌｙｓｓｅｓ）蝶翅由于具有凹坑状多

层膜微纳结构而呈现出双色反射［６］ 。 为保持体温稳定，自然

界中的很多生物都具有体温调节机制。 例如，生活在严寒环

境下的北极熊为了保持体温，需要尽可能增强对太阳光的吸

收，减小热量损失，其毛皮对于太阳光的吸收能力优异，同时

具有低的热辐射特性，Ｔｈｏｍａｓ 等［７］制备了基于北极熊毛皮微

纳结构的太阳能集热器；而生活在高温环境下的植物，由于

光照充足，树木通过树叶表面的蒸腾作用实现了冷却降温，
其叶面具有的纤维织物状微纳多孔结构表现出了高反射特

性，从而可以有效防止其对太阳能的过度吸收［９］ 。 此外，对
环境温度的有效感知能够使生物体远离过温区域，前往适温

区，有效提升存活率。 例如，甲壳虫复杂微纳结构的红外光

感知器可以探测森林火灾［８］ ，基于其红外探测机理，Ｓｃｈｍｉｔｚ
等［９］和 Ｓｉｅｂｋｅ 等［１０］分别成功制备了人工红外探测器，探测

精度达到了 １０－１５ Ｆ。

图 １　 部分典型的光响应生物模板与其对应的生物精细构型概览［５］

Ｆｉｇ．１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ｌｉｇｈｔ⁃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５］

综上所述，无论是自然界中的微生物、动物还是植物，其
优越的分级精细构型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科学研究提供

灵感和帮助。 具体到太阳能转换领域，自然界同样能够提供

多种可供借鉴和使用的生物精细构型。

１　 基于生物精细构型的光催化功能材料

自 １９７２ 年日本学者 Ｆｕｊｉｓｈｉｍａ 等［１１］ 首次成功实现了室

温光电催化制氢以来，利用地球上丰富的水资源进行光催化

水分解产氢的研究受到了科研工作者的广泛关注，其中半导

体光催化剂得到了广泛研究和应用，例如：二氧化钛［１２⁃１４］ 、钛
酸锶（ＳｒＴｉＯ３）

［１５⁃１７］ 、氧化锌（ＺｎＯ） ［１８⁃２０］等。 然而，宽带隙半导

体只能利用占据太阳光很小一部分的紫外波段的能量，并且

单一半导体材料中空穴 ／电子对的快速复合限制了光催化水

分解效率的提升。 此外，半导体材料光催化分解水的性能还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催化剂形貌、尺寸、晶体结构、缺陷

以及溶液的 ｐＨ、反应温度等。
另外，具有三维分级结构的材料表现出各向异性强、反

应接触面积大、微纳米孔多的良好特性，能够有效增强半导

体催化剂的电学、光学特性和催化性能。 但人工手段制备三

维微纳米分级结构往往工艺复杂，合成的材料形貌也难以精

确调控，孔径分布较为单一，并且分级结构的精细程度有限。
而遗态材料“师法自然”的仿生学思想和研究手段恰恰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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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补这一缺憾。
１．１　 基于树叶精细构型的光催化应用

受到自然界中光合作用的启发，研究者们将具有生物精

细构型的功能材料应用于光催化领域，将太阳能转化为化学

能也成为主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如图 ２ａ、ｂ 所示，树叶以其

有利于光吸收和物质传输的三维精细分级多孔结构而被广

泛研究，成为植物模板的典型代表之一。 以树叶为模板，Ｆａｎ
课题组［２１⁃２３］分别制备了掺氮二氧化钛（Ｎ⁃ｄｏｐｅｄ ＴｉＯ２）、铂沉

积的掺氮二氧化钛（Ｐｔ ／ Ｎ⁃ｄｏｐｅｄ ＴｉＯ２）、硫化镉和金沉积的掺

氮二氧化钛（ＣｄＳ ／ Ａｕ ／ Ｎ⁃ＴｉＯ２）等复合材料用于光催化水分解

产氢。 树叶的三维精细分级多孔结构提高了催化剂对入射

光的吸收，同时也为水分解反应提供了更多的反应位点，其
产氢性能比无树叶模板构型的材料提高了数倍。 ２０１７ 年，
Ｔｏｎｇ 等［２４］进一步受树叶中纳米有序壳层状堆叠的类囊体启

发，通过硬模板法制备了石墨化氮化碳（ｇ⁃Ｃ３Ｎ４）。 研究发现，
当壳层数目增加时，ｇ⁃Ｃ３Ｎ４表面积增大，叠加多层散射与反射

作用的影响，材料对入射光的吸收能力提高，产氢性能可达

６３０ μｍｏｌ ／ （ｈ·ｇ）， 是不含金属的光催化剂中的佼佼者。

图 ２　 （ａ）树叶模板的层状结构掺氮二氧化钛的扫描和透射照片［２１］ ：（ｂ）光合作用的树叶和类囊体示意图以及具有类囊体层状结构的氮化碳制备示
意图［２４］ ；（ｃ）蝶翅模板的远⁃近红外高光响应的催化剂制备和原理示意图［２５］ ；（ｄ）硅藻土模板的氮化碳微观照片［２６］

Ｆｉｇ．２　 （ａ） ＳＥＭ ｉｍ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ＥＭ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ａ ｌａｙｅｒｅｄ ｎａｎ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ＡＩＬ１⁃ＴｉＯ２， ｗｉｔｈ 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３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１］ ；（ｂ）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ｐｈｏｔｏ⁃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ｇｒｅｅｎ ｌｅａｆ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ｃｋｅｄ ｔｈｙｌａｋｏｉｄ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 ｇ⁃Ｃ３Ｎ４ ｎａｎｏｃａｐｓｕｌｅｓ［２４］ ； （ｃ）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ｂｉｏ⁃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ｆａｒ ｒｅｄ⁃ｔｏ⁃ＮＩＲ ｈｉｇｈｌ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 ｐｈｏｔｏ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２５］ ； （ｄ）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ａｔｏｍ⁃ｃａｒ⁃
ｂｏｎ ｎｉｔｒｉｄ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２６］

１．２　 基于蝶翅精细构型的光催化应用
蝴蝶以其丰富的种类、形态、色彩、结构等成为动物模板

的典型代表之一。 蝶翅具有十分精细的分级微纳结构，可以

赋予金属原子或离子独特的性质，例如表面等离子以及近场

增强效应。 ２０１１ 年，Ｌｉｕ 等［２７］ 以玉斑凤蝶（Ｐａｐｉｌｉｏ ｈｅｌｅｎｕｓ）为
模板，制备了铂沉积的 ＴｉＯ２，其光催化产氢性能比无模板构

型的 ＴｉＯ２ 提高了 ２．３ 倍。 ２０１３ 年，Ｙｉｎ 等［２８］制备了具有巴黎

翠凤蝶（Ｐａｐｉｌｉｏ ｐａｒｉｓ）精细构型的碳沉积钒酸铋（ＢｉＶＯ４），其
保留了模板蝶翅的蜂窝状结构，具有更强的光吸收强度，这
是因为等级多孔结构促进了电荷传输，抑制了载流子复合，

其光催化产氧性能比无构型的钒酸铋提高了 １６ 倍。 图 ２ｃ 为

Ｙａｎ 等［２５］通过实验和模拟手段，对比研究了具有微纳米分级

多孔结构的绿霓德凤蝶（Ｐａｐｉｌｉｏ ｎｉｒｅｕｓ）、巴黎翠凤蝶和裳凤

蝶（Ｔｒｏｉｄｅｓ ｈｅｌｅｎａ）的原始结构与光吸收能力，并选取绿霓

德凤蝶为模板制备了金纳米棒和钒酸铋沉积的复合蝶翅

用于红外光催化二氧化碳还原。 结果表明，绿霓德凤蝶的

微纳米分级多孔结构可以提高催化剂在远红外和近红外波

段（７００～１ ２００ ｎｍ）的光捕获能力，并且可以提高金纳米棒的

局域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效应，从而有效提高催化剂光催化性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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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基于硅藻微纳米孔道构型的光催化应用
硅藻细胞壁具有高度有序对称的精细分级微纳米孔道

结构，而这种独特结构能够有效捕获太阳光，高效吸附液体，
使其成为微生物模板的典型代表之一。 图 ２ｄ 为 ２０１５ 年 Ｌｉｕ
等［２６］以硅藻土为模板，制备了石墨化氮化碳光催化剂，以用

于还原型辅酶Ⅰ（ＮＡＤＨ）的制备，其产率接近 １００％。 通过

对比实验证明，硅藻土对入射光的高效捕获和内部的多重光

散射汇聚作用，显著提升了催化剂对入射光的利用率。 同

年，Ｃｈａｎｄｒａｓｅｋａｒａ 等［２９］制备了沉积硼的硅藻细胞壁并复合磷

化铟（ＩｎＰ）纳米晶体和羰基硫铁（Ｆｅ２Ｓ２（ＣＯ） ６）作为电极，可
以成功实现光电解水。

２　 基于生物精细构型的光热转换材料

２．１　 基于生物精细构型的光热水蒸发体系
能量转换是工业和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步骤，通过加热蒸

发可将电能、太阳能转化成蒸汽相变能，并广泛应用于蒸发

结晶、蒸汽杀菌、海水淡化、污水净化等工业过程。 然而，即
便在强的光照射下，传统的光热水蒸发效率依然很低，一般

只能维持在 ３０％～４５％，并且会增加操作步骤和成本。 因此，
研究如何提高光热水蒸发的速率和效率意义重大。
２．１．１　 提高光热水蒸发效率的途径

近些年来，为了提高材料的光热转换效率以及水的蒸发

速率，学者们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图 ３ａ 为 Ｎｅｕｍａｎｎ 等［３０］ 在聚光条件下，使用分散的水溶

性 Ｎ１１５ 碳纳米颗粒和二氧化硅 ／金核壳结构分别用于光热

蒸发水和乙醇，证明了具有良好吸光能力的纳米颗粒可以将

光能转换为热能并进行光热水蒸发应用。
２０１５ 年，Ｌｉｕ 等［３３］ 将金纳米颗粒沉积于无尘纸上，进一

步降低了热量向水体的耗散，具体步骤如图 ３ｄ 所示，当光照

强度为 ４．５ 个太阳（４．５ ｋＷ·ｍ－２）时，水蒸发效率可达 ７７．８％。

图 ３　 光热水蒸发示意图：（ａ）纳米颗粒驱动的光生蒸汽过程［３０］ ；（ｂ）典型的热局域化结构［３１］ ；（ｃ）纳米金膜实现的高效水蒸发［３２］ ；（ｄ）沉积金颗粒
的无尘纸实现的高效水蒸发［３３］ ；（ｅ）借由泡沫实现的 ２Ｄ 供水光热蒸发过程［３４］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ａ）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ｅｎａｂｌｅｄ ｓｏｌａｒ ｓｔｅａｍ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３０］ ， （ｂ） 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ｅａｔ［３１］ ， （ｃ）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ｅｖａ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ｑｕｉｄ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 ｂｙ ａ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ｐｌａｓｍｏｎｉｃ ｆｉｌｍ ｏｆ ｇｏｌｄ ｎａｎｏ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ｓｅｌｆ⁃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ａｉｒ⁃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３２］ ， （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ｉｒｌａｉｄ⁃ｐａｐｅｒｂａｓｅｄ Ａｕ ｎａｎｏｐａｒ⁃
ｔｉｃｌｅｓ ｆｉｌｍ［３３］ ａｎｄ （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ｌａｒ ｓｔｅａｍ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ｒｅｃｔ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ｄ ｈｅａｔ ｌｏｓｓ ａｎｄ ２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３４］

说明采用聚光手段的确可以提高光热水蒸发的效率，但是聚

光设备和操作也会增加成本。 ２０１６ 年，Ｌｉ 等［３４］ 使用具有良

好隔热性能的聚苯乙烯泡沫和吸水的纤维素膜支撑吸光性

能优异的氧化石墨烯膜用于光热水蒸发，如图 ３ｅ 所示。 由

于泡沫良好的隔热作用大大降低了热量损失，使得水蒸发效

率在一个太阳的光照强度（１ ｋＷ·ｍ－２ ） 下就可以提高至

８０％。 该工作自发表后引起了广泛关注，使用泡沫隔热也随

之成为一种提高光热水蒸发效率的常规途径［３５⁃３９］ 。
综上所述，保证光热水蒸发良好性能的关键性质为：（１）

快速的吸水能力，保证水蒸发过程中源源不绝的水供应。
（２）高效的光吸收性能和光热转换能力。 目前主要应用的材

料包括贵金属纳米颗粒，该材料主要利用其等离子体共振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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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光热效应；另一种则是多种形式的碳材料，该材料主要

利用的是碳材料优异的吸光性能和光热转换能力。 （３）良好

的隔热能力，尽量减少热量向水体、外界的传递和损耗，保证

高的水蒸发效率。
２．１．２　 基于木材分级多孔构型的光热水蒸发应用

光热效应在自然中普遍存在，光热水蒸发便是受到生物

圈的水循环启发。 植物模板中的木材以其来源广泛、可再

生、可降解的优点以及独特的分级多孔结构而受到广泛关

注。 在树木的蒸腾作用中，树叶表面的蒸发能够减小液体压

强，从而实现内部蒸发过程中源源不绝的水供应，基于此，
Ｗｈｅｅｌｅｒ 和 Ｓｔｒｏｏｃｋ［４０］设计了一种树状热管，指出表面的蒸腾

作用能够冷却附近水体，从而使蒸发在负压下进行，提高表

面的水蒸发效率。 同样，为了控制受光导热流体的流速，
Ｃｈｏｎｇ［４１］采用琼脂和硅胶片制作了人工树叶，琼脂的收缩可

以开启或关闭热流通道，成为光热蒸发装置中的控流泵，
这项研究对制备智能热管理设备具有重要意义。 具体到

光热水蒸发应用，Ｈｕ 课题组 ［４２］ 以木材为模板进行了深

入、系统的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优秀的工作，如图 ４ａ 所

示，他们分别使用表面炭化的木材 ［４３］ 、复合碳纳米管的木

材 ［４４］ 以及横置的炭化木材 ［４５］ 进行光热水蒸发的应用研

究。 实验结果表明，木材天然的微纳米分级多孔构型可以

有效吸收水分和捕获阳光，从而取得高效的光热水蒸发效

率，在 １０ 个太阳的光照强度下三者的水蒸发效率分别可

达 ８０．４％、８１％和 ８９％。

图 ４　 （ａ）树木原始分级结构示意图以及相关应用［４２］ ；（ｂ）裳凤蝶原始蝶翅和金⁃硫化铜蝶翅的光学与扫描电镜照片［４７］ ；（ｃ）夜明珠闪蝶鳞片的截面
透射照片和用单壁碳纳米管修饰前后的扫描电镜照片［４８］ ；（ｄ）硅藻细胞壁有、无孔结构的电场增强分布模拟图［５０］

Ｆｉｇ．４　 （ａ）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ｒｅｅｓ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ｍａｃｒｏ⁃ｔｏ ｎａｎｏｓｃａｌ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ｖｉａ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ｎａｎｏ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４２］ ；（ｂ）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 ｉｍ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Ｍ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Ｔｒｏｉｄｅｓ ｈｅｌｅｎａ ｆｏｒｅｗ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ｓ ａｎｄ Ａｕ⁃ＣｕＳ ｗｉｎｇ ｓｃａｌｅｓ［４７］ ； （ ｃ） ＴＥＭ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ａ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 ｓｕｌｋｏｗｓｋｙｉ ｓｃａｌｅ， ＳＥＭ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ａ 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Ｍｏｒｐｈｏ ｓｕｌｋｏｗｓｋｙｉ ｓｃａｌ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ｉｎｇｌｅ⁃ｗａｌｌ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ａｎｏ⁃
ｔｕｂｅｓ［４８］ ； （ｄ） ｐｏｗｅｒｅ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ｆｉｌｅ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ａｔｏｍ ｆｒｕｓｔｕ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ｐｏｒｅｓ ｐａｒｔ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ｏｒｅｓ ｐａｒｔ［５０］

２．１．３　 基于蘑菇伞形纤维状结构的光热水蒸发应用

２０１７ 年，Ｚｈｕ 课题组［３９］发现蘑菇具有优异的光热水蒸发

性能，其被碳化后在一个太阳光的标准光照下的光热转换效

率可达 ７８％。 蘑菇独特的伞状结构能够提供充足的光吸收，
且其经碳化处理后对入射光的吸收效率更高；同时其亲水的

纤维柄能够通过毛细作用提供充足的水分供应，内部的多孔

结构也作为水蒸气通道保证蒸发系统运转。 另外，伞帽结构

与柄状结构的半径比达到 ６ ∶１，抑制了热量向下方水体无效

传递的过程，光热转换更为集中。
２．１．４　 基于莲蓬内联通多孔网络构型的光热水蒸发应

用

　 　 ２０１７ 年，Ｆａｎｇ 等［４６］以天然的水生植物莲蓬为模板，通过

简单的碳化工艺制备了保留原始模板精细多孔构型的碳化

莲蓬，并首次将碳化莲蓬应用于光热水蒸发。 结果表明，碳
化莲蓬不依靠额外的保温隔热材料或措施，在一个太阳的光

照强度下取得了高效的光热水蒸发效率（８６．５％），甚至优于

大部分使用了保温材料和聚光手段的光热水蒸发材料的性

能，实现了高效的太阳能转换与利用。 这源于碳化莲蓬所具

有的独特倒圆锥宏观构型、有效的水吸收和运输三维网络、
精细分级的微纳米多孔结构、高效的光热转换能力和良好的

保温隔热性能。
２．２　 基于蝶翅微纳多孔构型和叠层肋构型的光热响

应特性
　 　 动物模板中，蝴蝶翅膀以其多种多样的形态和结构也可

以满足光热应用。 如图 ４ｂ 所示，Ｔｉａｎ 等［４７］ 使用裳凤蝶前翅

制备的金⁃硫化铜（ＣｕＳ）复合蝶翅表现出广谱的高吸光性能，
在几乎整个太阳光谱波段都具有高吸收减反射性能，并且具

有优异的红外光热转换性能及热致磁变效应，对红外光的光

热转换效率为 ３０．５６％。 这一方面是由于金的等离子体共振

效应和硫化铜光激发的耦合，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裳凤蝶蜂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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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减反射微纳米结构对入射光的高效吸收。 如图 ４ｃ 所示，
Ｐｒｉｓ 等［４８］报道了夜明珠闪蝶（Ｍｏｒｐｈｏ ｓｕｌｋｏｗｓｋｙｉ）可以将中红

外光（３～８ ｍｍ）转换为可见光，他们通过在蝶翅鳞片上沉积

单壁碳纳米管制备的复合材料，可以实现对中红外光的高灵

敏检测。 计算结果同时表明，夜明珠闪蝶的树枝状微纳米结

构的光热响应特性，可以为其他热成像和热检测领域提供借

鉴。 Ｍｉｙａｋｏ 等［４９］也以夜明珠闪蝶为模板，通过在蝶翅鳞片

上沉积单壁碳纳米管制备了复合材料，其表现出良好的光热

转换性能，包括激光触发远程热响应、高的导电性、可重复

ＤＮＡ 扩增等特性。
２．３　 基于硅藻土分级多孔构型的光捕获及限域蒸发

效应
　 　 具有微生物精细构型的光热研究如图 ４ｄ 所示，Ｓｈｅｎ
等［５０］以硅藻为模板负载金纳米颗粒，实验结果和仿真模拟揭

示了金硅藻复合材料对光的高效捕获、散射和局域电磁场增

强作用。 硅藻壳体往往具有多种微纳米亚结构，如多级孔组

成的孔室、耳突、小刺和细沟等，死亡后的细胞壁不会被自然

分解，而是形成硅藻土。 而硅藻土因具有优异的液体（水、硝
化甘油等）吸附能力、低廉的价格（１０ 美元 ／ ｔ）和充足的储量

而被广泛用作液体的吸收剂、稳定剂和过滤剂［５１⁃５３］ 。 另外，
硅藻土被报道可以用于光子晶体研究［５４］ ，具有天然的聚

光［５５］和有效的光捕获［５６⁃５７］作用。 对硅藻土复合材料而言，其
硅藻土壳体可以适度并且连续地吸收微量水并进入到它们

独特的三维微纳米多级孔结构和空腔中，而这些微量水在硅

藻土表面银纳米颗粒的局域加热作用下迅速吸热蒸发，并且

此局域蒸发过程可以与整个水膜区域的整体加热相独立甚

至隔离。 Ｆａｎｇ 等［５８］ 以硅藻土为模板，通过化学镀的制备方

法合成保留原始模板完整微纳米精细分级多孔构型的银硅

藻土复合材料，其在一个太阳光照强度下的光热水蒸发效率

可达 ９２．２％。 研究表明，硅藻土不仅仅是作为银纳米颗粒的

载体，其精细分级多孔结构也在光热水蒸发过程中起到了重

要作用，包括自身隔热、局域的微量水吸收和蒸发、腔体内的

多重光反射提升光吸收等作用，可概括为硅藻土的微纳米

“限域蒸发效应”。 银硅藻土复合材料则实现了材质与构型

的有效耦合，即银纳米颗粒的局域表面等离子体共振效应和

光热转换能力与硅藻土微纳米“限域蒸发效应”的协调工作，
从而实现了高效的光热转换。

３　 结语

优良的材料构型设计与研究对提高光能转换材料的性

能具有重要的影响。 而自然生物体的独特结构优势启发人

们向大自然取经，发现、研究、复制和转换动植物、微生物等

的天然分级三维精细构型，制备具有生物精细构型的复合光

功能材料以取得高的光催化水分解和光热水蒸发转换效率，
实现对太阳能的高效利用和转换。 其中，动物模板中的蝴蝶

以其多样的种类、大小、形态、色彩、结构等为具有生物精细

构型的遗态材料的研究与制备提供了丰富的天然模板。 凤

蝶属蝴蝶具有微纳米精细分级多孔结构，可以实现对阳光的

多重散射和高效吸收，而闪蝶属蝴蝶则多具有精细树枝状叠

层肋结构，该结构具有表面等离子体共振的增益作用，在半

导体光催化水分解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微生物模

板中硅藻的细胞壁具有二氧化硅的简单化学组成和高度有

序对称的精细分级微纳米孔道结构，这种独特结构对太阳光

具有多重反射和吸收作用、对液体具有高效吸附能力，为设

计具有高效光吸收、光热转换、液体吸附的光热水蒸发材料

和构架提供了巧妙的构思。 植物模板中莲蓬独特的倒圆锥

宏观构型、有效的水吸收和运输三维网络、精细的分级多孔

结构和良好的隔热性能，为实现不依靠额外的隔热保温材料

而在一个太阳光照强度下的高效水蒸发提供了可能。 天然

分级精细构型赋予了金属及氧化物等材料优异的光学性能，
并且该构型可通过改变结构、组成成分等进行调控，使其在

光电器件、光催化、光热转换等领域的应用更加广泛。 在此

基础上，研究者可对多种生物精细构型的结构和性能进行模

拟，从而拓展到人为设计三维精细分级结构，结合目前高速

发展的光刻、３Ｄ 打印等技术，有望以生物特定构型与性能为

基础，制备功能性特殊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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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诚，２０１６ 年 ６ 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获得
工学学士学位。 现为上海交通大学金属基复合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硕
士研究生，在顾佳俊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 目前主要研究领域为基于
生物模板的遗态光催化及光热纳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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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佳俊，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面上项目函评专家，２０１２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
秀人才支持计划”。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 年分别于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获工学学士、博士学位（硕博连读），读博期间曾赴日本京都大学材
料工学系留学（联合培养，１８ 个月）。 ２００５ 年至今在上海交通大学材料
学院分别任讲师、副教授、教授。 在职期间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赴日本佐贺大学任特别研究员，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赴美国加
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进修。 目前主要从事具有自然精细结构的新材料
的设计制备、复合化与功能化研究。 近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
项目 １ 项（２０１２ 年批准）、青年项目 １ 项（已结题）；作为主要学术骨干参

加国家自然基金重点项目 １ 项（２０１１ 年批准）；国家 ９７３ 项目 ３ 项（其中
结题 ２ 项），国家 ８６３ 项目 ２ 项（其中结题 １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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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荻，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材料学学科长江学
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材料学科特聘教授，
金属基复合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 ９７３ 项目首席科学家。 １９８２
年毕业西安交通大学材料科学系。 １９８２ 年教育部公派赴日攻读研究
生，１９８５、１９８８ 年在日本大阪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 １９８８ 年回国在上
海交通大学任教，其中 １９９１—１９９３ 年，１９９４—１９９５ 年在日本 Ｙｕａｓｓ 中央
研究所工作，１９９６．１１—１９９８．３ 在日本京都大学，大阪大学做访问教授，
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特聘教授。 国际
期刊复合材料科学和技术编委会成员（Ｅｌｓｅｖｉｅｒ），中国复合材料学会的
常务理事，金属和陶瓷复合材料的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金属学报和复
合材料学报编委。 目前为止在国际期刊上发表了 ２００ 多篇文章，自 ２００１
年以来获得省部级一等奖 ２ 项，二等奖、三等奖各 １ 项。 指导研究生获
全国优秀博士论文 ２ 篇，获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 ７ 篇。 ２００９ 年获得国家
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１ 项，２０１３ 年获上海市教学二等奖 １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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