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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气溶胶的呼吸毒性研究
李俊纲，徐晶莹，李晴暖，李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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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纳米科技的迅速发展，纳米材料现已可以规

２０

ｎｍ）气溶胶中，在暴露１５ ｍｉｎ后，前者安然无恙，后

模化生产，弥散在空气中的纳米颗粒会形成纳米气溶

者在随后的４ ｈ内大多死亡。Ｗａｒｈｅｉｔ等”ｏ用气管滴注

胶ｎａｎｏａｅｒｏｓ０１），有关纳米气溶胶的毒性问题引起了人

法研究了单壁碳纳米管对实验大鼠的呼吸毒性，每只

们的巨大关注。美国国家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所给纳

大鼠按１或５ ｍｓ／ｋｓ的剂量滴注，在滴注后２４ ｈ、１周、１

米气溶胶的定义是：悬浮在气体中的纳米颗粒或纳米

和３个月分别检测单壁碳纳米管对大鼠的呼吸毒性，

颗粒的聚合物所形成的气溶胶，纳米颗粒聚合物的直

发现单壁碳纳米管致使大鼠肺部出现了短暂的炎症和

径可以大于１００ ｒｉｍ，但其所包含的纳米颗粒仍可表现

细胞毒性，组织病理学的结果是单壁碳纳米管在大鼠

出自己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性质，如果纳米颗粒聚合物

肺部产生了一系列非剂量依赖性多核肉芽瘤

所包含的纳米颗粒未表现出自己的性质，则不能称其

（ｍｕｌｔｉｆｏｃａｌ ｇｒａｎｕＩｏｍａｓ）。Ｌａｍ等Ｈ ｏ用气管滴注法研究了

为纳米气溶胶。事实上，纳米气溶胶早已在大自然界

单壁碳纳米管对实验小鼠的呼吸毒性，每只小鼠的滴

存在并且来源很广，如机动车尾气、电焊产生的气体、

注剂量是０．１或０．５ ｍｇ，组织病理学结果是，在７ ｄ后

工业烟囱排出的浓烟，以及垃圾燃烧、大雾、沙尘暴、空

发现所有质量浓度的单壁碳纳米管都产生了剂量依赖

气光化学、森林火灾，大规模研究和工业生产纳米材料

性的上皮样肉芽瘤，９０ ｄ后这些损伤更加严重，并且在

等。在上世纪９０年代纳米科技发展后，有关纳米气溶

一些实验动物中发现支气管周围的炎症和坏死延伸到

胶对生命体潜在的毒性才得以初步研究。

肺泡间隔中。Ｍｕｌｌｅｒ等”ｏ用气管滴注法研究了多壁碳
纳米管对实验大鼠的呼吸毒性，每只大鼠的滴注剂量

１对呼吸系统的毒性

是０．５、２或５Ⅱ１９，６０ ｄ后，仍有多壁碳纳米管（最低剂

纳米气溶胶颗粒进入生命体的主要途径是呼吸，

量的８０％）残存在肺内，并且诱发了肺部炎症、纤维化

纳米气溶胶颗粒尺寸较小，表面积较大，吸附性强，在

反应，表现为在支气管腔内出现富含胶原的肉芽瘤，其

生命体呼吸系统内的沉积率较高，因此纳米气溶胶对

周围伴有肺泡炎症，此外，多壁碳纳米管还诱发了实验

肺部的毒性也较大。Ｆｅｒｉｎ等¨ｏ在１９９２年发表了一篇

大鼠肺部产生肿瘤坏死因子．ａ（ＴＮＦ．ａ）。近一两年来，

有关纳米材料气溶胶对实验鼠肺部毒性的文章，把实

国内也开展了有关纳米材料呼吸毒性的研究，谢妮和

验鼠分别暴露在相同密度（２３ ｍｇ／ｍ３）的纳米级ＴｉＯ，

董静等旧¨研究了纳米级石英粉（粒径１０ ａｍ）和常规石

（粒径２０ ｌｌｍ）和微米级ＴｉＯ，（粒径２５０ ｎｍ）的气溶胶

英粉（粒径＜５肛ｍ）对实验大鼠肺部的呼吸毒性，染毒

中，纳米级Ｔｉ０２引起了肺部严重的炎症反应和显著的

剂量为２０ ｍｇ／只，分别于染毒后３０和６０ ｄ进行测定，

病理学变化，而微米级ＴｉＯ：引起的炎症反应和病理变

结果显示纳米级石英粉对大鼠表现出呼吸毒性，但毒

化则较小，并且纳米级ＴｉＯ：在肺内沉积较严重，清除

性没有微米级石英粉的毒性强。

也较困难，这引起了毒理学家对纳米气溶胶毒性的重
视，从此揭开了有关纳米气溶胶毒性研究的序幕。
Ｃａｒｌ等心。把一组实验大鼠置于密度为５０／ｘｇ／ｍ３的微米
级聚四氟乙烯（粒径大于１００ ｈａ）气溶胶中，把另一组
实验大鼠置于相同密度的纳米级聚四氟乙烯（粒径为

２纳米气溶胶产生毒性的机制
２．１产生毒性的免疫机制

纳米气溶胶的颗粒在经

呼吸道进入肺泡的过程中，部分被黏膜纤毛系统清除，
部分被肺泡巨噬细胞吞噬，致使巨噬细胞吞噬能力下
降，甚至杀死巨噬细胞，从而可能导致肺炎和肺气肿等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１０４７５１０９）

疾病。赵字亮和柴之芳哺１在对纳米碳管与肺泡巨噬细

作者简介：李俊纲，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纳米材料安全性。

胞相互作用的研究中发现，纳米碳管很容易进入巨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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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在低剂量时（２．５ ｋｔｇ／ｍ１），可以激活肺泡巨噬细

的质量浓度和线粒体的活力没有受到多大影响。细胞

胞的吞噬能力，但在高剂量时（２０ ｔｔｇ，Ｉｌｌｌ），则严重降低

骨架由蛋白纤维组成，具有支撑细胞、物质转运、信息

肺泡巨噬细胞对外源性毒物的吞噬能力。另外，大量

传递、细胞增殖和辅助基因表达等功能，Ｍｏｉｌｅｒ等¨副研

的纳米颗粒聚合物，在超过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后，会

究了几种纳米颗粒对巨噬细胞的细胞骨架的影响，发

导致肺的表皮细胞长期处在纳米颗粒聚合物的围攻之

现高质量浓度纳米颗粒会使细胞骨架的正常功能丧

下，从而会对肺的表皮细胞造成一定的损伤∽ｏ，结果可

失，表现为阻止细胞间物质转运过程，增加细胞的硬

能会诱发哮喘等疾病。

度，破坏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妨碍细胞增殖，这会导

Ｔ细胞是一类重要的免疫淋巴细胞，具有抗原识

致肺部慢性炎症。

别功能。Ｂｏｔｔｉｎｉ等¨伽比较了原始多壁碳纳米管和氧化

纳米颗粒一旦影响到细胞膜和细胞骨架的结构和

后的多壁碳纳米管对人的Ｔ细胞的毒性作用，发现两

功能，其就有可能穿过核膜进入细胞核，直接与ＤＮＡ

者对Ｔ细胞都有毒性，并且呈时间和剂量依赖性。在

发生非共价相互作用，Ｌｕ等¨础用静态分子模型模拟法

４００

ｔＬｇ／ｍｌ的剂量时，原始多壁碳纳米管对Ｔ细胞的毒

和量子力学模拟法研究了Ｂ。ＤＮＡ和（１０，０）碳纳米管

性较弱，把其质量浓度稀释１０倍，几乎不再表现出毒

的相互作用，认为碳纳米管周期性地镶嵌在ＤＮＡ的大

性；在相同剂量的条件下，氧化后的多壁碳纳米管对Ｔ

沟内。Ｄｏｖｂｅｓｈｋｏ等¨７１用Ｒａｍａｎ和ＦＴＩＲ光谱法研究了

细胞的毒性较强，通过细胞程序性死亡，致使Ｔ细胞生

ＤＮＡ与单壁碳纳米管表面的相互作用，认为ＤＮＡ包裹

存能力锐减。Ｔ细胞生存能力降低后，其对肿瘤抗原

在单壁碳纳米管的周围。Ｚｈｅｎｇ等¨副研究发现包裹碳

识别能力下降，这可能是肺部肿瘤产生的部分原因。

纳米管的单链ＤＮＡ（ｓｓＤＮＡ）有序列依赖性。与ＤＮＡ相

２．２产生毒性的自由基机制

互作用的纳米颗粒不仅会影响ＤＮＡ的复制、转录，还

尺寸效应是纳米颗粒

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性，在肺部沉积相同质量的纳米

可能致使ＤＮＡ发生突变或断裂。许多研究都表明富

颗粒和微米颗粒时，纳米级颗粒的颗粒数和表面积要

勒烯及其衍生物具有良好的生物活性，在某些条件下

远大于微米级颗粒，这为产生自由基的化学反应提供

（如光诱导）不仅能产生自由基损伤细胞膜，还能促使

了更多机会；另一方面，巨噬细胞被纳米颗粒激活发生

ＤＮＡ的选择性断裂¨９。２“。

吞噬作用时，其氧消耗量大增，使细胞外生成大量的活
性氧。自由基产生的氧化应激（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ｓｓ）影响到

３纳米气溶胶呼吸毒性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展望

肺泡巨噬细胞和上皮细胞的正常功能，导致其细胞因

由于纳米气溶胶呼吸毒性的研究开展时间不长，

子和氧化物的分泌以及渗透性的增加，使组织出现延

其中还存在着大量的问题尚待解决。其一，在捕获和

续性炎症∽Ｊ。氧化应激使组织产生炎症的内在原因可

表征等方面的困难。纳米气溶胶的颗粒具有易黏附和

能是氧化应激诱导了一些基因的表达，这些基因通常

易团聚的特性，实验中捕获到的纳米气溶胶颗粒与生

被氧化还原敏感性转录因子激活，它们被激活后会表

命体真实吸入的颗粒有较大差别。由于缺乏对各种纳

达出许多促炎产物如细胞因子、细胞黏附分子和免疫

米颗粒统一而系统的表征，所得实验结果往往缺乏统

性炎症介导受体。过量的自由基造成的氧化应激还会

一性和系统性。其二，对纳米气溶胶颗粒的生物学活

直接损伤ＤＮＡ，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等¨。１２１以质粒ＤＮＡ为材料，

性及其与生命体相互作用的机制还不清楚。如富勒烯

研究了纳米颗粒ＴｉＯ：对ＤＮＡ的损伤，结果在纳米颗

在光诱导条件下会表现出毒性，但在修饰和包埋后却

粒ＴｉＯ，的表面检测到了自由基，并且自由基对ＤＮＡ

是很好的自由基吸收剂旧。。其三，某些实验技术上的

造成了损伤。

困难。目前，研究人员主要用气管滴注染毒法模拟自
纳米气溶胶颗粒沉积在

然吸入染毒法来研究纳米气溶胶的呼吸毒性，这种方

肺部后，可能破坏细胞膜或直接通过细胞膜进入细胞

法操作上简单实用，费用较小，对实验员安全，每个动

内部，并且与细胞内的脂质、蛋白质和核酸等大分子发

物的染毒剂量比较准确，但这种方法存在着在短时间

生相互作用，这样可能改变生物大分子的构型和构象，

内，使实验动物呼吸系统局部大剂量染毒的问题∞１。

从而改变生物大分子的相应功能。Ｃｈｒｉｓｔｉｅ等¨３驯研究

纳米气溶胶颗粒在这种条件下表现出来的毒性与实际

２．３产生毒性分子的机制

了水溶性富勒烯衍生物对细胞膜的损伤作用，发现富

情况还有较大的差距。自然吸人染毒法与实际情况最

勒烯衍生物，能产生超氧阴离子，这些自由基通过脂质

接近，但存在着气溶胶的稳定性、安全防护和染毒剂量

过氧化破坏细胞膜，使细胞丧失正常的功能，但ＤＮＡ

的定量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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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工纳米材料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纳米材料
的广泛应用与行业安全性的矛盾将会越来越突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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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纳米气溶胶的颗粒很容易进入生态系统，在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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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累积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带来生态灾难，这引起

ｄｉｏｘｉｄｅ：ａ

ｕｎｉｔｉｎｇ

Ｈｙｇ，１９９７，４１（Ｓｕｐｐｌ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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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球对纳米气溶胶安全性研究的迅速升温。纳米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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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胶的沉降和扩散规律、在生命体内的分布和代谢、与
生物大分子的相互作用机制、产生毒性的剂量效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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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效应等可能是将来纳米气溶胶呼吸毒性研究的主
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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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0条)
1.期刊论文 颜翠平.陈海焱.张明星 纳米气溶胶的净化技术 -中国粉体技术2009,15(5)
针对目前人工纳米材料的广泛应用而造成大量的纳米气溶胶颗粒进入大气中危害环境及人类的健康的问题,本文中论述了纳米气溶胶的性质及其分类
,根据国内外文献的报道,分析了纳米气溶胶净化技术的研究现状及影响因素,提出凝并技术与过滤净化技术相结合将是纳米气溶胶净化技术的发展趋势
,并提供了具体方案,为纳米气溶胶净化工艺的选择提供了指导性参考.

2.会议论文 张元勋.杨传俊.陆文忠.杨永兴.张桂林.李燕 室内气溶胶纳米颗粒物的粒径分布特征研究 2007
研究室內气溶胶纳米粒径颗粒物的环境行为和污染特征对室内空气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本项工作采用MSP公司生产的WPSTMModel1000XP宽范围粒径谱
仪测量粒径介于10～10000nm的气溶胶纳米颗粒物,主要探讨粒径在10～500nm间的气溶胶纳米颗粒物在不同室内条件的粒径分布特征.结果发现,超细颗粒
物(纳米粒径10～500nm)对总粒子数浓度贡献较大,而细颗粒物(500nm～10um)对总粒子质量浓度贡献较大,导致室内颗粒物粒子质量浓度通常比室外低,表
现出室内污染以纳米粒径超细颗粒物为主的特点.抽烟明显增大纳米颗粒物粒子数浓度和粒子质量浓度.研究表明,室内空气质量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可能超
过室外,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

3.学位论文 邹志慧 纳米银离子对铜绿假单胞菌生物被膜的细菌死亡率及其结构的影响 2009
第一部分：
[目的]模拟体内环境，体外建立细菌生物被膜模型，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细菌生物被膜生物学特点提供基础。
[方法]将粘附
载体置于气溶胶法和摇床法模拟体内细菌生物被膜形成的微环境中，将铜绿假单胞菌株培养3天后，取出标本分别进行通过FITC-ConA染色及SYTO9/PI染
色，然后分别进行荧光显微镜检测及激光共聚焦检测，观察细菌生物被膜的形成情况；进行电子显微镜扫描观察形成的细菌生物被膜的形态特点。
[结果]在气溶胶的微环境下，FITC-ConA染色后在荧光显微镜观察到明亮成片状的细菌生物被膜；SYTO9/PI染色后在激光共聚焦检测，观察到片状，层叠
如积云状，棉絮样的细菌生物被膜；在电子显微镜扫描观察到大量细菌成团聚集，团状丛生突出表面，具有立体结构的细菌生物被膜。在摇床法的微环
境下，用三种检测方法都观察到成流线状的细菌生物被膜。
[结论]运用气溶胶法、摇床法可成功建立分别模拟体内呼吸系统及循环、泌尿系统的
微环境下生物被膜形成模型。
第二部分：
[目的]探讨纳米银离子对细菌生物被膜（Biofilm，BF）的细菌死亡率和其空间结构的影响。
[方法]采用摇床法，以纳米银离子含量不同的乙烯-醋酸乙烯酯（Ethylene-Vinyl acetate，EVA）塑料为细菌粘附载体，模拟体内铜绿假单胞菌
（P.aeruginosa，PA）BF形成的微环境，建立体外BF模型；将培养3d的空白标本分别在扫描电子显微镜（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SEM）下及用
FITC-ConA染色后荧光显微镜下观察不含纳米银EVA中BF的形成情况；将生长0.5、1、2、3、5d的BF模型行SYTO9/PI染色，激光共聚焦扫描电镜
（confocal laser scanning microscopy，CLSM）下摄取不同层面的图像，然后应用Image Pro Plus6.0分析软件分析不同干预条件下PAO1菌株BF的细菌
的死亡率和应用ISA分析软件获得PAO1菌株BF的相关空间结构参数定量化数据。
[结果]①运用SEM及荧光显微镜的方法，在以不含纳米银EVA塑料为
细菌粘附载体上培养3d的标本中均观察到流线状的BF形成。②Image Pro Plus6.0分析软件定量化分析显示，纳米银离子含量、作用时间对PAO1菌株BF的
细菌死亡率均有明显影响（F=84.62，85.67，p<0.0001）；不同时间组含有纳米银离子材料的PAO1菌株BF的细菌死亡率均显著高于空白对照组
（P<0.05）；纳米银离子含量不同的2种材料上PAO1菌株BF的细菌死亡率无明显影响（P>0.05）；纳米银离子含量不同的（0、0.05％、0.1％）材料上
PAO1菌株的BF，其第1、2、3天细菌死亡率均分别显著高于第0.5、5d的细菌死亡率（P<0.05）；含纳米银离子0.1％的材料上BF在作用的第2天其细菌死
亡率最高（88.53±1.88）％。③ISA软件定量化分析显示，银离子含量、作用时间对BF空间结构均有明显影响，不同时间组含有纳米银离子材料上BF的
区域孔率（Areal Porosity，AP）、平均扩散距离（Average Diffusion Distance，ADD）及结构熵（Textural Entropy，TE）影响的均显著高于空白对
照组（P<0.05），但2种纳米银离子材料上BF的AP、ADD及TE的影响无统计学差异（P>0.05）。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各含纳米银离子材料组PAO1菌株
BF的AP值、ADD值无明显的变化趋势，同一时间组的含有纳米银离子材料组PAO1菌株BF的AP值都高于空白对照组的AP值；同一时间组的含有纳米银离子材
料组PAO1菌株BF的ADD值都低于空白对照组的ADD值。各含纳米银离子材料组PAO1菌株BF的TE值随着时间的延长，都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2d组都为最
高值；同一时间组的TE值随着含纳米银离子的增加都呈降低趋势。④随着时间的延长，各含纳米银离子材料组PAO1菌株BF的平均厚度都呈先升高后降低
的趋势，3d组都达最高值；纳米银离子的含量对BF厚度的影响无统计学差异（F值=2.11，p>0.1），作用时间对BF厚度的影响有统计学差异（F值
=985.81，p<0.001）。
[结论]①运用摇床法成功建立了体外PAO1菌株BF模型；②纳米银离子对PAO1菌株BF内的细菌有明显杀灭作用，对PAO1菌株
BF空间结构有显著的影响。

4.期刊论文 胡玉安.韩燕.张连众.HU Yuan.HAN Yan.ZHANG Lian-zhong 重力场中粘性纳米液滴气溶胶间的碰并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33(4)
研究重力场中粘性纳米气溶胶液滴之间的碰并问题.重力场中,纳米液滴之间的碰并属于低Péclet数情况,可以使用奇异扰动理论中的匹配渐近展开法
,以此求解粘性纳米液滴气溶胶间的对分布方程,得到了该条件下碰并率的三阶渐近展式.

5.会议论文 杨毅.王正萍.陈守文.周先国 纳米TiO2粉尘的湿法捕集与表征 2008
结合泡沫吸收塔除尘原理和雾滴湍流冲击原理等多种粉尘捕集原理,自制出一种新型纳米粉尘湿法辅集装置,可对空气中纳米粉尘进行有效采集。对
装置的采集原理及各部件均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详细介绍。根据绘制的纳米TiO2吸光度与浓度的工作曲线,应用分光光度法测定捕集液中纳米TiO22粉尘的
浓度,进而准确掌握被采集区域空气中纳米TiO2粉尘的浓度。分别用纳米粒度仪和电子显微镜对装置采集到的纳米TiO2粉尘与实际生产纳米TiO2产品进行
表征,结果发现两者在粒度分布和形貌等方面均表现出很好的一致性。

6.期刊论文 仁毅志.张连众.陈学农 重力场中Hamaker势对纳米气溶胶对分布函数的影响 -南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2003,36(3)
本文从研究重力场中碰并面外无势力纳米气溶胶粒子之间的碰并出发.重力场中,纳米气溶胶粒子之间的碰并属于低peclet数高Knudsen数情况.求解
纳米气溶胶间的对分布方程,得到了该条件下对分布函数的解析解.将结果和含有实力作用的匹配渐进展开法得到的三阶展式的情况做了比较,确定了该条
件下Hamaker势力对对分布函数的贡献.

7.会议论文 唐荣军.刘国宏.左伯莉 纳米材料催化发光测定气溶胶硫二甘醇的研究 2008
应用溶胶-凝胶法结合超临界流体十燥技术，合成纳米MgO材料。基于MgO纳米材料催化氧化硫二甘醇产生催化发光的现象，建证了一种检测环境中微
量硫二甘醇的方法。在分析波长460nm处检测，线性范围80μg/mL～5500μg/mL，R=0.9996，检出限为50μg/mL(S/N=3)。应用本方法可以快速测定环境
巾微量硫二甘醇。

8.学位论文 黄超 燃爆消减剂的理论与应用基础研究 2006
本文提出两个新概念：“临爆点”和“燃爆消减剂”，并根据理论与实验研究，遴选出燃爆消减剂的有效成分-ZrO<,2>。“临爆点”是可燃物凝聚
相与其蒸汽处于平衡状态时，可燃物的饱和蒸汽压为LEL值时的温度（T<,0>）。“燃爆消减剂”是在一段时间内，能遏制可燃气体爆炸或降低爆炸威力
和猛度，并能熄灭火焰的材料。在工业生产、仓储、运输业中接触易燃物质的场所比比皆是，易燃物质泄漏后，首先喷洒燃爆消减剂，然后进行处理
，将避免或减少爆炸和火灾的发生。爆炸与火灾紧密相连，一方面易燃物质泄露，遇火源引起爆炸可产生2200 K的爆温，可以引发火灾；另一方面火灾

可造成易燃物质分解，导致爆燃、爆轰。爆炸与燃烧本质有相同的一面，都是氧化还原反应、链反应机理，不同的是氧化剂与还原剂接触方式不同，造
成了反应速率的差异，因此我们可以用相同的方法来防止或减少燃烧和爆炸的发生。
本文首先从非常温（高于室温）下爆炸极限的测定入手。爆
炸极限是重要的危险性评价参数，常温下爆炸极限数据已很充足，非常温下爆炸极限数据却少见。而环境温度高于常温的例子在生产部门中比比皆是
，测定非常温（高于室温）下的爆炸极限有意义。本文用20升的爆炸容器，在298 K～483 K范围内测定了正戊烷、正己烷、正庚烷、正辛烷、正壬烷、
甲醇、乙醇、正丙醇、正丁醇、正戊醇及醇水体系的LEL值和UEL值。发现LEL值均随温度的增高而减小，UEL值随温度的增高而增大。并用回归分析的方
法得出各种体系爆炸极限随温度变化的规律。
闪点也是重要的危险性评价参数，它与爆炸极限描述的对象虽然不同，但发生反应的本质都是气体
。在爆炸下限对应温度（T<,0>）与闪点比较时发现：闪点与爆炸下限作为危险性判据有差异。通过比较闪点与爆炸下限表现危险性的准确度，认为爆炸
下限的对应温度T<,0>作为危险性的判据，应用方便广泛、数据可信度高、更准确。引入了临爆点的概念，提出将临爆点作为危险性评估参数的新观点。
并提出临爆点计算的方法与公式。
测定不同温度下可燃物爆炸极限是燃爆消减剂研究的基础。燃爆消减剂主要功能是防爆，但也有灭火的作用。
通过分析现有灭火剂的灭火效能和灭火机理，可以推测哈龙替代品、干粉灭火剂和气溶胶灭火剂三种灭火剂可能具有防爆功能，其中有代表性的品种为
细水雾、惰性气体和冷气溶胶。本文除了对细水雾、CO<,2>惰性气体灭火性能进行了分析外，重点对纳米冷气溶胶防爆防火性能进行了探讨。
本
文从实验和理论两个方面论证了，CO<,2>在扑灭天然气火灾时并非惰性，它可以与天然气反应生成醇、醛、酮和酸等物质。进一步认识了CO<,2>的灭火
性质、灭火范围，并得出了CO<,2>不适合作为燃爆消减剂的结论。
细水雾与热气溶胶由于本身固有的性质不适合作为燃爆消减剂，冷气溶胶应该
成为燃爆消减剂研究重要方向，纳米材料性能奇特，且易形成冷气溶胶，是燃爆消减剂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先对燃爆消减剂的性能进行了理论分析。
计算了纳米气溶胶的沉降速度、灭火效能，用HYPERCHEM6程序计算了15种氧化物与甲烷燃烧产生的自由基相互作用的能量变化，筛选出可能成为燃爆消
减剂的材料——ZrO<,2>。采用CASTEP模块进行了相关计算，得到了ZrO<,2>与自由基相互作用的能带结构、态密度图形，进一步证实了ZrO<,2>能与自由
基作用的结论。
实验研究同样得出ZrO<,2>能与自由基作用的结论。本文对18种纳米粉体所形成的气溶胶阻止甲烷燃烧反应的性能进行了实验研究
，纳米微晶的直径用XRD和TEM测定，可燃物气体浓度用气相色谱仪等仪器测定。实验发现ZrO<,2>纳米粉体形成的气溶胶对甲烷的燃烧反应有显著的阻燃
效果。通过ZrO<,2>气溶胶与哈龙灭火剂、丙烷、CO阻燃效果对比得出：ZrO<,2>的阻燃机理，属于抑制型阻燃机理。本文还对ZrO<,2>纳米粉体阻爆、消
爆性能进行了研究，测得一元醇系列消爆的最低用量。
多重防护是安全管理的一个原则，使用燃爆消减剂是多重防护的一个方面。本研究认为
：ZrO<,2>纳米冷气溶胶燃爆消减剂可以成为较为理想的防爆防火用品，它的研制与使用将填补燃爆消减剂的空白，在安全管理方面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

9.期刊论文 黄超.杨绪杰.陆路德.汪信 纳米冷气溶胶防火防爆剂的效能 -煤矿安全2002,33(12)
多重保护是安全管理的一个原则,使用防火防爆剂是多重保护的一个方面.本文从不同侧面理论分析了纳米冷气溶胶防火防爆剂的性能,认为纳米冷气
溶胶防火防爆剂是较为理想的防火防爆用品,它的研制与使用将填补防爆剂的空白,在煤矿安全管理方面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10.学位论文 陶有胜 孔径受控沸石的合成、表征及机理研究 2005
沸石又名分子筛，作为重要的多孔结晶固体材料，在化工、环保、国防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但自然沸石矿物及目前人工合成的沸石只含有0.31.3纳米的微孔。由于沸石的孔径在分子大小范围内，在石油化工、分离提纯等工业过程中存在着扩散障碍和较大的压降，从而减少反应速度和产生较大
能耗。如果在沸石结构上，加入可受控的孔径范围在2-50纳米的介(中)孔，合成具有新型结构的孔径可控的介(中)孔沸石，则兼有沸石和中孔分子筛的
优点，将是一种新的纳米孔性结构沸石，能克服传统沸石的上述缺点，是人们长期以来期盼的理想功能材料，有着巨大的应用前景和学术意义。世界各
国特别是一些先进工业国家如日本、美国、荷兰、德国等正在积极研制这种新型纳米孔性结构沸石。这不仅是因为该材料在传统工业领域的巨大使用价
值，更是因为沸石的孔性结构在纳米范围，它作为纳米多孔性功能材料而再次受到人们的重视。本研究首先从我国几种不同高岭土矿物材料和含Si、含
Al化学试剂中筛选适宜的Si源、Al源，以有机气溶胶和碳溶胶为结构模板剂，对合成孔径受控沸石及表征、合成机理进行了研究。通过溶胶合成化学
，在纳米尺度上对模板剂设计，可以实现孔径受控沸石的铸型合成。在此基础上，对这一合成新思路拓展到其它纳米结构矿物材料设计、甚至众多非硅
体系的纳米结构材料设计的前景作了论述。以有机气溶胶为模板剂，合成了具有高结晶率孔径受控ZSM-5沸石。其微孔结构(比面积、微孔容积和微孔孔
径)与普通ZSM-5沸石相同；孔径受控ZSM-5沸石还具有普通ZSM-5沸石没有的特有的介孔(中孔)结构：0.07-0.10cm3/g的介孔容积和9-25nm的介孔孔径。
以碳气溶胶为模板剂，同样合成了具有高结晶率孔径受控ZSM-5沸石。其微孔结构与普通ZSM-5沸石相同，但其介孔(中孔)结构不同于有机气溶胶为模板
剂合成的沸石，具有0.15-0.20cm3/g的介孔容积和9-11nm的介孔孔径。以碳气溶胶为模板剂合成的沸石的介孔空容比以有机溶胶为模板剂合成的沸石的
介孔空容大，介孔更加均匀。
以有机气溶胶为模板剂，合成了具有高结晶率孔径受控A型(LTA)沸石。其微孔结构与普通A型沸石相同，而孔径受控
A型沸石具有普通A型沸石没有的特有介孔(中孔)结构：0.43cm3/g的介孔容积和约15nm的介孔孔径。
ZSM-5(MFI)沸石属高Si沸石，A型(LTA)沸石属
高Al沸石。他们在结晶构造、孔性结构以及应用等方面具有代表性。因此，本孔径受控沸石的合成技术具有实际推广意义，可推广到其它类型的沸石合
成中。
合成机理研究表明，孔径受控沸石的骨架结构在受制约的纳米尺度空间保持不变。在孔径可控沸石的合成过程中，有机溶胶和碳溶胶分别
具有软、硬性的纳米结构骨架，起到模板的作用。与未受空间制约条件下的合成相比，晶化速率减小，但对最终结晶度(率)没有不良影响。沸石合成涉
及各种条件下液相到固相的相变和非晶胶质到纳米级微结晶粒的生成、成长过程，十分复杂，沸石结晶机理尚未完全解明。本研究从纳米尺度上展开孔
径受控沸石的合成及机理研究是一项十分新颖和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工作。
孔径受控沸石同时兼有沸石分子筛的微孔结构和介孔氧化硅材料的大孔
道结构。因此，孔径受控沸石在大分子催化反应、大分子吸附反应等方面，具有优越性。孔径受控沸石的合成，可以进一步通过对模板结构的合理设计
和合成条件的最佳化而得到优化。这将为更好地研究纳米结构沸石的物理化学性能创造条件。此外，孔径受控石的应用研究，将是本课题今后研究的一
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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