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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果把陆生植物和水体中的蓝细菌、藻类的光合作用定义为“自然光合作用”的话, 那么依据其原理或灵

感研发的人造装置例如“人工叶”、“光电化学电池”和“光生物反应器”等将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并贮存于食物

或燃料(例如H2)中的过程, 就是“人工光合作用”。由于光合作用效率低下和常常受环境条件的严重制约以及

水体中大量生物质难以收获利用, 自然光合作用远不能满足人类社会的需要。人工光合作用如此富有魅力, 充
满希望, 看来是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粮食、能源和环境或全球气候变化三大急迫问题的必由之路。为了激发

更多人的兴趣, 促进人工光合作用研究的发展, 本文简要介绍它的重要意义和过去十多年来该研究领域特别是

人工光能制氢和人工CO2还原等方面的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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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综述  Invited Review

光合作用为地球上几乎所有的生命包括微生

物、植物、动物和人类提供食物、能量和氧气, 
是地球上最重要的化学反应, 生命的发动机, 地球

和生命演化的强大加速器, 地球生物圈形成、运

转和繁荣的核心环节。如果把田野、草地和森林

中的陆生植物以及江河湖海等水体中的蓝细菌和

藻类利用太阳光能将二氧化碳(CO2)和水(H2O)等
无机物合成富有化学能的有机物并释放氧气的过

程定义为“自然光合作用” (natural photosynthesis)
的话, 那么依据自然光合作用的原理或灵感研发

的人造装置例如“人工叶” (artificial leaf)、光电化

学电池(photoelectrochemical cell)和光生物反应器

(photobioreactor)等将太阳光能转化为化学能贮存

于食物或燃料[例如氢气(H2)]中的过程, 就是“人工

光合作用” (artificial photosynthesis)。
关于人工光合作用的设想出现于20世纪初

(Ciamician 1912)。21世纪以来, 人工光合作用研

究日益增强, 有关出版物的数量急剧增多。据不

完全统计, 在20世纪80~90年代, 以“人工光合作用”
和“太阳能燃料” (soar fuel)为题的文章、书籍总数

每年还不到10, 而到2010年该值就接近600; 从事

这方面研究的机构, 2001年还不到5个, 而2009年仅

欧美两大陆的总数就达到30个(Styring 2012)。除

了欧、美、澳和亚洲的发达国家以外, 发展中国

家中国也有一些大学和研究所参与该领域的研究

(Faunce 2012)。发展人工光合作用, 已经成为一个

在世界范围内广泛采用的新的方针政策, 即利用

实际技术解决全球气候变化、能量和食物安全问

题。并且, 自2007年以来, 已经多次召开关于太阳

能燃料和人工光合作用的国际会议, 交流最新研

究进展, 以后还会定期举行这样的会议(Artero等
2016)。

关于人工光合作用的研究进展, 可以参阅一

些专门的论文集和综述文章(Collings和Critchley 
2005; Najafpour 2012; Wydrzynski和Hillier 2012; 
van de Krol和Grӓtzel 2012a; Razeghifard 2013; Bruno 
2016; Lewis 2016)。最近, Gust (2016)解说性地回

顾了过去三十年人工光合作用研究的历史。这里, 
笔者主要对2005年以来的重要成果和进展作简要

的介绍, 以期引起更多的人对这个充满希望的研

究领域的注意。

1  人工光合作用的意义

在当今世界, 人类面临食物不足、化石能源

枯竭和环境污染这样三个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 离不开自然光合作用。自然光合

作用为人类提供大量粮食等食物和生物能源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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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原料, 吸收利用人类活动排放的大量温室气

体CO2, 减轻温室效应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的不良

影响。但是, 自然光合作用效率低下、易受环境

条件的严重制约(许大全2002), 特别是水体中的大

量生物质难以收获利用, 其实际贡献很有限, 远不

能满足人类社会的需要。所以, 人们很自然地对

人工光合作用寄予厚望。

在200年前, 全世界的人口只有10亿, 到2011
年增长到70亿, 预计到2050年可以达到90~100亿, 
届时主要粮食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至少需要增加

50%才能满足人类社会的需要。人口的急剧增长

和耕地的减少, 干旱、洪水等自然灾害的频繁发

生, 使粮食安全经常遭受巨大的威胁。在这种情

况下, 基本上可以摆脱环境条件制约和靠天吃饭

局面的人工光合作用, 具有传统农业生产所无法

比拟的优越性和巨大的吸引力。人工光合作用不

仅可以大大减少传统农业生产对土地资源的依赖, 
而且可以充分利用那些植物难以生长的荒漠不毛

之地。同时, 人工光合作用还可以大幅度节省对

水资源的使用。在传统农业生产中, 绝大部分水

是被蒸腾作用消耗掉的, 而在人工光合作用中, 作
为光合作用原料之一的水的使用量只是传统农业

的千分之一, 甚至更少, 几乎可称之为“无水农业”。
通过人工光合作用生产粮食, 可以极大地减轻对

日益短缺的水资源的压力。

人工光合作用不仅可以摆脱外界环境条件的

限制 ,  而且还可以突破自然光合作用自身的限

制。例如, 自然光合作用中一个最大的内在限制

来自光合碳同化关键酶核酮糖二磷酸羧化酶/加氧

酶(Rubisco) (许大全2013)。该酶不仅催化效率低, 
而且在催化羧化反应的同时, 还催化加氧反应, 导
致光合生产力的降低。在人工光合作用研究中提

出的不依赖Rubisco的碳同化途径, 可以使碳同化

速率成倍提高(详见下文2.6一节)。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生活

水平的提高, 全世界的年能量消耗水平到2050年
至少会加倍。现在全世界的能量供应主要(大约

80%)来自化石燃料(煤、石油和天然气), 而化石燃

料的贮存量有限, 日渐枯竭(Styring 2012)。因此, 
当今世界急需环境友好且可更新的新能源来补

充、代替化石燃料。以取之不尽的海水和太阳能

为原料通过人工光合作用制造的H2等太阳能燃料

完全可以满足对新能源的需求, 摆脱化石燃料日

渐枯竭的危机。人们可以利用的太阳能如此丰富, 
以致太阳一小时辐射到地球表面的能量几乎相当

于现在人类一年消耗能量的总和(Styring 2012)。
所以, 许多科学家认为, 太阳能的捕捉和利用是解

决能量及相关联的气候变化危机最好的长远办法

(Herrero等2011)。
人类活动特别是化石燃料的燃烧, 不仅产生

二氧化硫(SO2)等空气污染物, 而且排放大量CO2, 
使空气CO2浓度不断提高, 温室效应已经导致全球

气候变暖, 生态环境恶化。在人工光合作用中, 不
仅不会排放CO2等温室气体和其他污染物, 而且会

大量吸收固定人类活动产生的CO2, 并将其还原成

甲醇(CH3OH)、甲烷(CH4)和烃等燃料和工业原料, 
从而净化空气、缓解大气变暖的趋势, 改善人类

的生存环境。例如, 一种能够吸收可见光的光催

化剂石墨相氮化碳(g-C3N4), 不仅可以用于裂解水

放氢和CO2光化学还原, 而且还可以用于修复被氧

化氮等污染的空气与水环境(Rhodes 2017)。
总之, 从根本上解决上述粮食、能源和环境

三个重大问题, 人工光合作用是必经之路。人工

光合作用具有多方面的灵活性: 几种工厂空间位

置的选择是灵活的, 条件是优化的, 例如, 制氢厂

可以靠近海边, 以便利用取之不尽的海水, 碳水化

合物制造厂可以靠近CO2气源, 太阳光能发电厂可

以建在沙漠里, 不占用农林土地, 等等; 来自生物

体的组分例如Rubisco、ATP合酶和Fd:NADP还原

酶以及来自生物灵感的非生物体组分例如电极等

都可以选择、组合, 从而摆脱与整个生物体活力

有关的限制。此外, 人工光合作用研究在分子规

模的光电子学、光子学、传感器设计和纳米技术

的其他领域, 例如航天领域(人工光合作用在未来

星际旅行中的食物和氧气供应、宇宙飞船及空间

站等小环境中物质的循环利用等方面将大有用武

之地), 也都有潜在的广阔应用前景。另一方面, 人
工光合作用研究的启迪和促进作用, 无疑会有力

地推动光合作用学以及相关学科诸如植物生理

学、分子生物学和物理学、化学以及材料科学等

的发展。

2  模拟部分反应

在人工光合作用研究中, 目前大多还是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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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合作用中的部分反应, 基本上还限于实验室内

的探索, 与规模化的实际应用还有很大距离。

2.1  人工反应中心

在天然系统中, 光系统在膜上的定向排列是

实现高效光合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用多种

方法模拟这种结构与功能, 方法之一是将从生物

体分离纯化的反应中心按期望的几何序列沉积到

合成的膜上。

在人工的反应中心中, 电子受体可以用天然

的醌或合成的类似物以及Fe-S簇, 而电子供体则是

可发生氧化还原反应的金属Fe、Cu或Mn。最简

单的人工反应中心由1个生色团电子供体和1个电

子受体组成。虽然人工反应中心卟啉(P)-C60二分

体受光激发后能够以量子效率为1的高效率发生

电荷分离(P•+-C60
•−), 但是电子很容易返回P•+而将

激发能以热的形式耗散掉。如果在这种二分体的

基础上增加1个次级电子供体TTF (tetrathiaful-
valene), 及时将电子传递给P•+, 形成TTF•+-P-C60

•−, 
就可以防止这种电荷重新结合(Gust等2005)。于

是, 发展出具有多个电子供体、受体的复杂的三

合体、五合体等人工反应中心系统, 通过多步骤

电子传递延长电荷分离状态的寿命, 以便有足够

的时间将激发能贮存起来。自然光合作用中的光

合电子传递链就是由多个电子供体、受体组成的

复杂系统。

放氧光合作用中串联的2个光系统都只使用

波长为400~700 nm的光, 不能利用太阳光谱中波

长大于700 nm的远红光, 降低了对太阳光能的利

用效率。有学者设想, 在人工光反应系统中, 以使

用叶绿素d和细菌叶绿素b (它们的最大光吸收

分别在714~718 nm和960~1 050 nm)的新反应中

心替代原来使用叶绿素a的PSI反应中心(Hanna和 
Nozik 2006; Blankenship等2011)。这样, 2个光系

统用于光合作用的光波长范围可以扩展到1 100 
nm, 有希望使采用2个光系统的光电池的太阳能转

化效率大幅度提高。

关于构建人工反应中心方面的研究进展, 可
以参阅Fukuzumi和Ohkubo (2012)的一篇综述文

章。与只有单个反应中心与天线结合的自然光合

机构不同, 在人工反应中心系统中, 通过使用金属

纳米粒子、树枝体(dendrimer)、寡肽和纳米碳材

料, 可以将多个反应中心即电荷分离分子与捕光

天线结合在一起。这种系统有希望为发展包括有

机太阳能电池和生产太阳能燃料的人工光合机构

在内的高效光能转化机构提供新的战略。

2.2  人工天线

在植物的2个光系统即光系统I和光系统II中, 
能够进行光化学反应的反应中心叶绿素a分子很

少, 如果仅仅靠它自身吸收的光能进行电荷分离

反应, 光合速率很低, 所以只有依靠天线复合体几

百个色素分子为它吸收传递来的光能才可以实现

高速率的光合作用。同样道理, 在人工光合作用

中, 人工反应中心也需要人工天线的配合。有一

种人工天线系统是一组Zn-卟啉分子。由于能够强

有力地吸收那些叶绿素不能很好吸收的光, 并且

能够以几乎100%的效率将它吸收的光能传递给叶

绿素, 类胡萝卜素是出色的辅助色素, 可以用于人

工天线系统。这种人工天线系统由1个酞菁通过

其中心的硅原子与2个类胡萝卜素分子共价结合

而组成(Marino-Ochoa等2002)。人工天线方面的

一个有趣的研究进展, 是以Zn-卟啉为基础敏化剂

和天线分子硼-二吡咯亚甲基(borondipyromethene, 
BODIPY)或吡咯并吡咯二酮(diketopyrrolopyrrole, 
DPP)涂氧化钛(TiO2)电极表面, 使太阳能电池的

捕光效率和总光能转化效率提高30% (Warnan等
2012)。
2.3  人工放氧复合物

在自然光合作用中, 水氧化放氧的分子机制

是一个迄今还没有解决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设

计合成人工放氧复合体, 不仅有助于最终揭示这

个分子机制, 而且也可以为在人工光合作用中研

发高效的水氧化纳米催化剂提供有益的启示。

Herrero等(2011)介绍了水氧化的光催化剂设计方

面的研究进展。人工的水氧化系统至少包括捕光

天线、电荷分离单位和光活化的多电子传递催化

剂三个基本组成部分。这种人工的水氧化系统的

长期目标是将水裂解为H2和O2, 并把获得的H2等

作为太阳能燃料(Young等2012)。这种系统的缺点

是常常使用贵重金属铂等, 并且往往使用富含能

量的蓝光或紫外辐射。因此, 人们正在努力寻找

可以利用可见光裂解水的其他材料。

在一个“人工叶”中, 2种催化剂被安置在1个 
Si结点的两侧: 光系统II的放氧复合体被钴(Co)复
合物所替代, 而光系统I的铁氧还蛋白电子受体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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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NiMoZn复合物所替代。装置吸收光子后产生

电子和空穴, 一侧放O2和4H+, 而4H+则被运输到另

一侧被还原成2H2释放(Nocera 2012)。后来研发的

人工光合作用系统使用2或3结点装置模拟自然光

合作用中的2个光系统。在这个装置中, 1个光推动

的步骤氧化水, 并且为第2个光推动的步骤提供电

子, 还原H+成为H2 (Liu等2013)。中国科学院大连化

学物理研究所李灿研究组通过在催化剂Sm2Ti2S2O5

表面沉积辅催化剂钴的办法, 使其在可见光下水裂

解的表观量子效率达到5% (Li等2013)。他们研制的

以CoBi/BiVO4为光阳极的光电池明显改善了电池

稳定性, 并且用不到0.3 V的偏压成功地裂解水为

氢和氧(Ding等2013)。虽然硅(Si)、砷化镓(GaAs)
和磷化镓(GaP)这些半导体都是水氧化的有效的

光阳极, 但是它们在水介质中是不稳定的。Hu等
(2014)的研究表明, 氧化钛(TiO2)外套(厚度4~143 
nm)可以稳定这些光阳极, 在与氧化镍(Ni)电子催

化剂结合时, 硅阳极在1 mol·L-1 KOH溶液中和大

于30 mA·cm-2光电流密度下可以连续100 h以上将

水氧化为O2, 并且法拉第效率接近100%。最近, 
Swierk等(2015)证明, 一系列不含金属的卟啉化

合物作为有机的光敏化剂, 可以用于红光和广谱

光推动的太阳能电池中氧化钛阳极上水的光电化

学裂解反应, 并且这些化合物在反应条件下是稳

定的。

2.4  人工ATP合成

模拟细菌光合作用的人工系统包括人工天

线、人工反应中心、跨膜质子泵和天然的ATP合
酶。其中的人工天线系统是一组Zn-卟啉分子, 而
人工反应中心是1个卟啉分子。

一些细菌例如嗜盐菌原生质膜上的细菌视紫

红质(bacteriorhodopsin, BR), 由248个氨基酸残基

和1个视黄醛分子组成, 具有光驱动的质子泵和光

电响应功能, 通过合成生物学技术加以利用, 可以

在人工光合作用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将

ATP合酶和细菌BR组装到由共聚物膜围成的囊状

物膜上, 在光能推动下生产了ATP (Choi和Monte-
magno 2005)。组装到这种膜上的BR确实具有光

驱动的质子泵功能, 随着照光时间的延长, ATP产
量明显增加(许大全2013)。这种人工ATP合成系统

的独特之处是不再需要人工反应中心。中国科学

院化学研究所的学者在一部关于分子装配专著中

介绍了膜与ATP合酶生物模拟系统的研究进展(Li
等2011)。

虽然ATP是生物体内普遍存在而又极为重要

的能量通货, 但它不是工程技术上有用的燃料。

在工程技术上有用且便于贮存、运输又环境友好

的燃料是H2。

2.5  人工光能制氢

人工光合作用研究领域的一个中心目标, 是
将捕捉到的太阳光能转化为H2、CH4和CH3OH等

燃料化合物中的化学能。人工光能制氢的研究主

要沿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展开: 一是利用光电化学

装置产氢, 二是利用生物细胞系统产氢。

2.5.1  利用光电化学装置产氢  
在自然界, 氢不能自发形成。虽然有多条途

径可以利用太阳能和水制氢, 但是最吸引人的是

光电化学(photoelectrochemistry, PEC)水裂解放

氢。van de Krol和Grӓtzel (2012a)编辑的论文集介

绍了PEC产氢的原理、装置和材料的研究进展及

其前景。理想的光电极要能同时完成光吸收、电

荷分离、电荷传递和表面放氢几个任务。PEC装

置太阳能产氢的基准效率是12.4%。这种电极使

用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的主要好处是成本低, 既避免

对安全的严重忧虑, 又不需要用大量能量去作两

种气体的分离, 并且可以在室温下进行, 所用装置

可以完全用无机材料构建, 具备有机材料和生物

系统难以达到的坚固性和耐久性即在水溶液中出

色的耐腐蚀稳定性(van de Krol和Grӓtzel 2012b)。
用于裂解水放氧、产氢的光-电化学电池由1

个半导体光阳极和1个金属阴极组成, 光推动阳极

放氧、阴极产氢(van de Krol 2012)。利用太阳光

和水通过光电化学方式生产H2成功(效率高而成本

低)的关键, 是鉴定和发展创新材料系统, 可能涉及

多结点半导体构造, 并且正在出现的一个趋势, 是
纳米结构的光电极(Archer和Nozik 2008)。一种使

用硅基半导体的太阳能推动的光电化学电池(许大

全2013)已经被研制出来(Reece等2011)。这种电池

照光后可以在近中性条件下进行水裂解反应, 释
放H2和O2, 其有线装置和无线装置的效率分别为

4.7%和2.5%, 提供了一种太阳能向燃料直接转化

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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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水通过光电化学反应产氢的商业应用都受

使用贵重金属铂的限制, 其替代品是廉价的其他

金属。Zheng等(2014)研发的一种不含金属的杂合

催化剂(石墨相氮化碳与涂氮石墨烯偶联)表现了

意外高的放氢活性。Kibsgaard等(2014)研制的含

有地球上丰富元素的硫代钼酸根([Mo3S13]
2–)纳米

簇放氢反应催化剂, 既具有高活性, 又非常稳定。

在一个光电化学产氢系统中, 以CdSe量子点(quan-
tum dots)为光敏化剂、Ni与Co复合物为催化剂的

光阴极在520 nm光下的周转数>500 000, 产氢效率

(φ)高达36%, 活性可以维持15 d (Han等2012; Han
和Eisenberg 2014)。使用精心设计的具有n+pp+节
点的硅微金字塔(micro-pyramids)半导体材料明显

改善了光阴极的光电流和光电压, 特别是这种半

导体与MoSxCly薄膜整合后, 成为具有出色的催化

放氢反应活性和高光学透明度的催化剂。这种催

化剂不含贵金属, 可以实现最高光电流密度和出

众的光电化学功能(Ding等2015)。近年来, 以镍-
钼为基础的合金已经被研发用于碱性条件下电解

水放氢反应的稳定催化剂, 并且还在探讨使用地

球上丰富元素的磷化物(CoP、WP、MoP和FeP)作
为酸性条件下光阴极放氢反应的催化剂(Lewis 
2016)。

在寻找通过光电化学反应放氢的合适催化剂

的过程中, 人们还试图利用生物材料与非生物材

料杂合系统。一些研究已经提供了可靠的证据, 
将以PSI为基础的杂合系统用于产氢装置具有巨大

的潜力(Ihara等2006)。PSI反应中心具有一些良好

的特性: (1)它结合的色素可以吸收波长短于700 
nm的所有波长的可见光; (2)它的天线叶绿素提供

了很大的光吸收截面, 根据叶绿素a分子的面积计

算, 在夏季中午强光下, 每个叶绿素a分子每秒钟

可以接受10个光子, 由于每个PSI反应中心P700大约

与100个天线叶绿素分子相联系, 每个反应中心每

秒钟可以吸收1 000个光子, 所以每秒钟可以激发

释放1 000个电子。当PSI的电子供体侧和受体侧

没有速率限制时, 每个反应中心每秒钟可以产生

500个氢分子(自然界中产氢所需要的电子和H+都

来自光合作用中放氧复合体水裂解反应所释放的

电子和H+, 见光合电子传递的Z图式, 图1); (3) PSI
的量子效率接近1。当然, 把以PSI为基础的杂合系

统用于产氢, 需要将光化学组分PSI与产氢的催化

组分例如氢酶整合起来。每个PSI与耐氧氢酶的杂

合体在pH 7.5, 20°C, 90 mV电位下产氢速率可达 
(4 500±1 125) mol (H2)·min-1·mol-1杂合体(Krassen
等2009)。遗憾的是这种杂合物的活性只能维持几

分钟。后有报告表明, 包含铁-硫簇的PSI-氢酶杂合

体的平均产氢速率达到(2 200±460) μmol (H2)·mg-1 
(Chl)·h-1, 相当于(105±22) e-·PSI-1·s-1, 是蓝细菌放氧速

率[460 μmol (O2)·mg-1 (Chl)·h-1, 相当于47 e-·PSI-1·s-1]
的2倍以上, 并且在室温和无氧条件下这类杂合物

的产氢能力可以保存100 d以上(Lubner等2011)。
Lubner等(2012)介绍了利用PSI于太阳能氢生产的

现状。

除了PSI以外, 光系统II (PSII)也被用作光电化

学产氢的生物与非生物杂合系统的组成部分。例

如, 由菠菜PSII和无机光催化剂(Ru/SrTiO3:Rh)以
及无机电子梭[Fe(CN)6

-3/Fe(CN)6
-4]组成的杂合系

统在可见光下裂解水放氢活性达到2 489 mol 
(H2)·mol (PSII)-1·h-1, 并且活性至少可以维持2 h。
这个杂合系统在太阳光下也显示了可观的裂解水

放氧、放氢活性(Wang等2014a), 为研发利用太阳

能裂解水制氢的含PSII杂合系统首次提供了成功

范例。

在一篇关于人工光合作用的综述中, Gust等
(2012)介绍了利用太阳光和水生产燃料的人工装

置4个基本组成部分(人工天线、人工反应中心、

图1  串联的光电化学系统——光催化剂的Z图式

Fig.1  The series-connected photoelectrochemical system: 
Z-scheme of photocatalists
根据Miller等(2012)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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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氧化催化剂和氢离子还原催化剂)的研究现状和

关键问题或挑战: (1)关于人工天线, 主要目标是更

有效地捕光, 广谱(400~1 000 nm)地吸收利用太阳

光, 一个尝试是把吸收不同波段光的锌卟啉等几

种不同载色体通过1个六苯基苯核心组合在一

起。另一个尝试是在天线-反应中心装置中模拟光

合生物串连的2个光系统(图1), 分别吸收400~700 
nm和700~1 000 nm光, 一个用于催化剂裂解水, 另
一个用于催化剂还原氢离子为H2。(2)关于人工反

应中心, 尝试利用胡萝卜素-卟啉-富勒烯(fullerene, 
C60, 碳簇)三合体实现多步骤电子传递, 以便延长

电荷分离状态寿命, 阻止电荷重结合等浪费能量

的反应发生。(3)关于氢离子还原催化剂, 虽然稀

有金属铂是出色的催化剂, 但是因为成本太高而

不能大规模用于氢生产, 而氢酶因对氧失活敏感, 
也不是人工光合氢生产的理想催化剂, 人们还在

寻找理想的催化剂。(4)关于水氧化催化剂, 以铱

(iridium)氧化物、钌(ruthenium)复合物和其他稀有

而贵重元素为基础的水氧化催化剂, 虽然可以良

好地工作, 但是难以大规模使用。在这方面, 钴氧

化物是有希望的, 锰和其他一些金属氧化物也是

吸引人的候选者。

为了估计产氢、放氧反应电子催化剂用于光

电化学裂解水装置的可行性, McCrory等(2015)比
较了18种放氢反应催化剂和26种放氧反应催化剂

的活性、短期稳定性和活化表面积及在酸性和碱

性水溶液中的比活性。结果表明, 在酸性和碱性

溶液中大部分放氢反应催化剂的比活性比铂(Pt)
低得多, 而在碱性溶液中大部分放氧反应催化剂

的比活性类似或优于铱(Ir)、钌(Ru)催化剂。当然, 
为了选择合适的催化剂, 还应当比较测定它们的

法拉第效率和长期稳定性。

在通过光电化学反应放氢研究领域中的一个

重要问题, 是装置的稳定性或运转寿命。面对这

个问题, 研究者们一方面努力探讨光电极的保护

措施。例如, 在 pH 14 (1 mol·L-1 KOH溶液中)和太

阳光下, 用氧化镍膜保护的硅半导体光阳极可以

维持水氧化放氧活性100 h以上(Sun等2015)。又

如, 非晶态氧化钛(TiO2)外套可以使光电化学装置

中的光阳极在1.0 mol·L-1 KOH水溶液中连续裂解

水放氧2 200 h以上, 放氧的法拉第效率达到100% 

(Shaner等2015)。通常, 非贵金属及其合金因为迅

速锈蚀而不适用于酸性溶液中的放氢反应。然而, 
被石墨烯(graphene)密封的金属纳米粒子在酸性环

境中是高度活跃并稳定的。石墨烯壳可以保护其

里面的金属纳米粒子免于锈蚀失活, 而金属释放

的电子可以穿过石墨烯壳有效地到达光阴极的外

表面, 用于还原氢离子的放氢反应(Deng等2014; 
Tavakkoli等2015)。

另一方面, 试图模拟光合生物的光破坏防御

及自我修复机制。胡萝卜素是光合生物使用的光

破坏防御剂, 它可以很快猝灭激发态叶绿素, 而产

生的激发态胡萝卜素通过放热回到基态, 从而防

止单线态氧的产生, 并且它也可以猝灭单线态氧。

蓝细菌激发能的非光化学猝灭(non-photochemical 
quenching, NPQ)涉及藻胆体天线中的橙色类胡萝

卜素蛋白(orange carotenoid protein, OCP)。OCP一
般以吸收蓝-绿光的稳定形式存在, 不影响单线激

发态叶绿素; 然而在强光下, 它变成吸收红光的不

稳定形式, 这种形式的蛋白可以猝灭单线激发态

叶绿素, 从而阻止激发能向反应中心的传递。一

个人工合成的大分子可以模拟这个过程。这个大

分子包括5个不同组分: 处于大分子中心位置的卟

啉分子的一端连接1个电子受体富勒烯(C60), 两侧

连接2个捕光天线, 另一端通过六苯基苯连接1个
色素控制单位。封闭型控制单位吸收紫外辐射和

蓝光后转变为开放型甜菜碱异构体。这个异构体

可以迅速地猝灭卟啉和天线的激发态。随着白光

光强的提高, 甜菜碱异构体的比例提高, 激发态猝

灭加强, 反应中心电荷分离的量子效率从弱光下

的82%降低到强光下的37%, 甚至1%。这样, 通过

在激发能到达反应中心以前就被转化为热, 防止

其遭受光破坏。相反, 在光强降低时, 量子效率又

逐渐回升(Straight等2008)。
Zeng和Li (2015)评述了近十年来光电化学装

置中放氢反应多项电子催化剂的研究进展, 从贵

重金属(Pt、Ru、Rh、Ir和Pd)化合物, 非贵重金属

(例如Ni)与它们的合金, 过渡金属(Mo、W、Co和
Ni)的硫化物、碳化物、氮化物、硼化物和磷化

物, 到非金属(碳基电子催化剂, 例如碳纳米管、异

原子掺杂的石墨烯薄片)材料, 强调了改善这些催

化剂性能面临的挑战, 展望了放氢反应电子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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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的未来发展, 诸如纳米结构工程、杂合结构、

合适的晶体结构与结晶度及合金等。值得注意的

是, 非贵重金属电子催化剂MoS2和Ni2P家族在酸

性条件下具有与铂类似的催化功能, 已经成为放

氢反应电化学催化剂的竞选者(Vesborg等2015)。
2.5.2  利用生物细胞系统制氢 

许多学者把在光生物反应器(photo-bioreactor)
内蓝细菌或/和藻类细胞系统将光能转化为稳定化

学能贮存于H2 (或者把这些细胞的生物质人工转

化为生物燃料例如生物柴油、生物乙醇)中的过程

也视为人工光合作用(Razeghifard 2013)。细胞系

统的明显优点是它的高效率、低成本以及自我复

制能力。

光生物反应器具有太阳光收集装置和CO2气

体预处理设备, 可以利用细菌和藻类作为反应器

内的微生物。1980年代发展起来的生物反应器, 
有管状、螺旋状、平板状和罐状等不同形状, 通
常是密闭系统。光生物反应器没有外界污染物, 
可以生产优质产物, 另外还有高生物质浓度、便

于收获、便于温度与pH的优化控制、水分消耗少

和高生产力、高光合效率等优点。它们的主要的弊

端是里面累积高浓度的O2, 因此需要附加有效的

O2清除系统。在光生物反应器的研制与应用中, 
一个主要的挑战是如何提高它的太阳能转化效率

(Das 2009)。在光生物反应器内仅培养一种生物的

情况下, 系统的效能只取决于其光学厚度。在反

应器厚度最适时, 绿藻和非硫紫细菌两者混合培

养比单一培养的绿藻效率提高23% (Berberoglu和
Pilon 2010)。这可能主要是由于混合培养扩大了

对太阳光谱的利用范围, 绿藻使用400~700 nm, 而
紫细菌用700~900 nm的太阳光生产H2。

绿藻有能力将铁氧还蛋白的还原力从用于光

合碳还原转向用于质子还原, 在氢酶催化的反应

中释放H2。然而, 这种光能推动的从2个H2O分子

释放1个O2和2个H2分子的过程, 只能在持续的无

氧条件下发生。无氧条件不仅是氢酶基因转录所

必需, 而且也是维持氢酶活性所不可缺少的。无

论是通过剥夺培养液中的硫以便制造藻培养物的

无氧条件, 还是通过分子工程改造氢酶, 使其在有

氧条件下保持放氢活性(Ghirardi等2005), 都使这

种利用藻系统光能推动放氢的过程染上浓重的“人

工”色彩, 即利用天然生物系统进行的人工光合作

用。但是, 以剥夺硫为基础的藻产氢系统, 由于代

价昂贵而难于商品化。此外, 通过基因工程改造

藻的氢酶, 改变氢酶H2通道内部的氨基酸残基, 缩
小通道直径以至限制O2向酶活性部位的扩散, 可
以增加氢酶对氧的耐性(Cohen等2005)。

蓝细菌的CO2浓缩机制, 可以使细胞内的CO2

浓度比细胞外提高1 000倍, 因此具有最高的CO2固

定速率。并且, 其许多品系的基因组已经被完全

测序, 便于在需要时对其进行遗传改造, 容易产生

突变体。另外, 它们具有适应非常环境的强壮性、

简单性, 每代时间短, 可以大量生长、繁殖。因此, 
蓝细菌特别适合用于由水产氢的光合作用工程。

其内在的限制是氢酶活性低 ,  并且对氧的敏感

性高。

Waschewski等(2010)描述的生物氢生产的路

线图(roadmap), 主要目标在于创造有潜力的产氢

细胞 ,  用于优化的生物反应器进行工业规模生

产。为此, 需要系统改善关键催化剂, 特别是稳定

的裂解水的光系统II和耐氧的产氢的氢酶, 并将这

些设计改造的组分装配到蓝细菌中和设计高效低

成本的光生物反应器。这些经过设计改造的有机

体的产氢速率有可能是目前知道的最有效的光合

氢生产者的100倍。Bandyopadhyay等(2010)报告

了一个理想的产氢蓝细菌品系Cyanothece  sp. 
ATCC51142: 它们在日间用太阳能和CO2合成糖

原, 在夜间于有氧条件下以这些糖原为能源和电

子源生产H2; 并且, 在供应甘油的介质中生长的细

胞后来又处于无分子氧环境时产氢速率可以高达

467 µmol (H2)·mg- 1 (Chl)·h -1, 至少比此前研究过的

任何野生型产氢微生物高一个数量级。它们还有

另外的优点: 高浓度CO2或甘油可以加强氢生产, 
即使在连续光下也可以高速率地生产H2。这种蓝

细菌很有希望被用于大规模太阳能生物氢生产。

关于生物氢生产的研究现状, 可以参阅近年出版

的2本论文集(Rögner 2015; Zannoni和Philippis 
2014)。
2.6  人工碳同化途径

在自然界, 除了大部分光合生物(包括高等植

物、藻类和蓝细菌及一些微生物)都使用的光合碳

还原循环(C3循环)以外, 还有还原柠檬酸循环、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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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乙酰辅酶A途径、3-羟丙酸循环、3-羟丙酸/4-
羟丁酸循环和二羧酸/4-羟丁酸循环这五种途径被

一些自养微生物用于固定CO2。这些生物不使用

Rubisco ,  也不使用磷酸烯醇式丙酮酸羧化酶

(PEPC)作为羧化酶。它们所展示的在演化过程中

代谢适应不同生境办法的多样性, 为用模拟和用

合成生物学(Zhao 2013; Nesbeth 2016)方法构建全

新的比C3循环更有效的CO2固定途径提供了可能

性。在改善C3植物的光合碳同化以便提高作物产

量的探索中, 有的科学家已经把设计并引进新的

合成的碳同化途径作为一个未来的战略目标

(Raines 2011)。人工光合作用的一个重要研究领

域, 是用不受氧抑制的碳固定途径代替光合碳还

原循环(Bar-Even等2010; Peterhansel和Offermann 
2012)。

已有学者使用一个涉及大约5 000种自然界存

在的酶的计算模拟方法, 提出了一些可供选择的

碳固定途径。这些途径的预计速率是C3循环的

2~3倍。其中的C4-乙醛酸途径使用PEPC作为唯一

的羧化酶, 循环的产物是很容易转化为3-磷酸甘油

酸的乙醛酸(许大全2013)。如果把这种途径引入

植物, 并与C3循环的一部分相耦联, 就可以创造出

不依赖Rubisco的碳同化途径。这无疑是一个新颖

而激动人心的重大技术挑战。

2.7  人工二氧化碳还原  
在地球上的燃烧反应和生物呼吸过程中, 有

机分子很容易形成CO2。CO2在动力学和热力学上

都是稳定的分子, 其还原颇为困难, 但却是很有吸

引力的事情, 因为通过CO2还原生产还原的碳化合

物, 可以捕捉、贮存大气中的CO2, 并用于制造燃

料。因此, CO2还原是人工光合作用的一个重要的

组成部分。

CO2的电化学还原不仅需要太多的电能, 在能

量上不合算, 而且其产物往往是混合物。表面吸

附含钨的甲酸脱氢酶的电极(Reda等2008)解决了

这个难题。这种电极在很低的电压和温和的条件

下, 便可以有效催化CO2还原成甲酸的反应, 并且

甲酸(CO2转化为CH3OH、CH4的中间产物)是唯一

的产物。该酶的催化速率比催化同一反应的任何

其他催化剂高2个数量级。这个发现也许会为缓

解大气CO2浓度的持续增高、减轻日益紧迫的能

源短缺压力做出重要贡献。另外, 近年研制出来

的一个依赖离子液态电解质的电催化系统 ,  在                                                          
1.5 V电压下可以将CO2还原为一氧化碳(CO), 而且

能够连续7 h产生CO, 其法拉第效率(即感应电流的

效率)超过96% (Rosen等2011)。这项研究的目的, 
就是研制一种辅催化剂, 用于降低形成CO2还原中

间产物CO2
–所需要的自由能。

CO2的光还原则是一个将太阳能转变为有机

物中的化学能的过程。这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研

究领域, 因为它可以缓和全球变暖和弥补化石燃

料的短缺。有学者探讨利用光能推动水还原CO2

形成CH4和H2。在这个实验中, 将吸收了少量水的

二氧化钛(TiO2)小球作为催化剂放入石英反应器, 
充入高纯CO2后用紫外辐射(UV-C)连续照射, 便有

H2和CH4产生(Tan 2009)。并且, 利用光催化剂技

术将太阳光、CO2和H2O转化为烃和氧是解决环境

和能源短缺问题的一个完美的战略。然而, 由于

缺乏有效的光催化材料 ,  这方面的研究进展缓

慢。南京大学学者合成了ZnAl2O4修饰的多孔的光

催化剂ZnGaNO。这种催化剂在可见光下具有转

化CO2为CH4的高光催化活性, 其CH4产生速率几

乎是此前同类催化剂的3倍。这种高效性可能是

由于它的多孔结构改善了对气体的物理吸附、

ZnAl2O4修饰引起对CO2的化学吸着和高锌含量扩

展了光吸收的波长范围(Yan等2012)。
在合成可更新燃料的过程中, 光能推动由CO2

和H2O产生CO和H2是一个重要步骤。英国学者研

制的一氧化碳脱氢酶分子(其活性部位是Ni4Fe-4S)
与硫化镉(CdS)纳米晶体装配物具有可见光推动的

CO2快速还原成CO的活性(Chaudhary等2012)。另

一个新进展是实现了H2与CO比例的调节。日本

学者通过用钌(Ru)复合物多聚体对光阴极CZTS 
(Cu2ZnSnS4)的修饰实现了对CO2光电化学还原产

物的高度选择性, 甲酸形成效率达到80% (Arai等
2011)。特别重要的是, CZTS是由地球上丰富的

铜、锌、锡(Sn)和硫四种元素组成的半导体, 是良

好的光吸收侯选者, 因为它对太阳光的光谱吸收

带缺口比较狭窄。美国学者把一种释放CO的电子

催化剂与一种释放氢的光电极表面结合, 获得了

这个比例的可调节性, H2:CO比例从0提高到2:1 
(Kumar等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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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一个以铼Re(I)双羰基复合物为催化单

位的Ru(II)-Re(I)超分子光催化剂能够使用广范围

可见光催化CO2还原为CO, 并且其催化能力明显

受Re部位磷配位体的影响。 特别是Ru-Re(FPh)表
现极大的催化能力, 周转率(turnover number, TNCO)
为207, 而CO形成的量子效率(ФCO)为0.15, 也是一

个运转最快的光催化剂(Tamaki等2012)。研究表

明, 四苯基铁卟啉(其中铁卟啉是捕光者和催化剂)
被证明是最有效的CO2向CO转化的催化剂(Cos- 
tentin等2014)。这些有效的分子催化剂与基于地球

上丰富元素(Cu、Co、Ni、Mn、Mo和Fe等)的半

导体材料相结合, 是获得新的在水溶液中运转的光

催化系统的一条很有希望的途径(Bonin等2017)。
厦门大学的学者通过向涂二氧化钛(TiO2)的

铂(Pt)加氧化镁(MgO)的简单办法, 明显加强了用

水还原CO2成为CH4的光催化活性, 并且观察到

CH4形成活性与试验过的9种碱性金属氧化物的碱

性呈正相关。在这种光催化CO2还原过程中, 这种

三元纳米组合物的TiO2、Pt和MgO之间的界面发

挥重要作用。 MgO的作用可能是增加催化剂表面

的CO2密度并使CO2分子不稳定(Xie等2013)。他

们的工作为设计有效的半导体为基础的纳米合成

光催化剂提供了新的策略。日本学者通过半导体/
金属复合物杂合的光阴极(In/[RuCP])与还原的Sr-
TiO3光阳极(r-STO)结合, 成功地利用太阳能由CO2

和H2O生产甲酸, 使太阳能转化效率提高到0.14%, 
而先前使用TiO2光阳极的系统转化效率仅仅为

0.03%。这种创新系统是一种单室的反应器, 既不

需要连接两极的导线和外部电偏压, 也不需要分

隔两室的质子交换膜(图2) (Arai等2013)。
为了用CO2、H2O和可见光生产CH3OH, 日本

学者通过将叶绿素衍生物(光敏化剂)和甲酸脱氢

酶(催化剂)以及有关的电子传递组分固定在硅胶

薄板上研制成人工叶装置Chl-V-FDH。这里, Chl
为叶绿素衍生物, 光敏化剂; V为具有长烃链的紫

精, 电子载体; FDH为甲酸脱氢酶。当含有饱和

CO2和还原剂NADPH (电子供体)的溶液流过可见

光照射下的人工叶时, 溶液中的甲酸浓度随着照

光时间的延长而增高(Amao等2012)。然后, 分别

在醛脱氢酶和醇脱氢酶的催化下, 甲酸先后形成

甲醛和CH3OH。

图2  用于CO2还原的单室反应器

Fig.2  The single-room reactor used in CO2 reduction
根据Arai等(2013)绘制。

人工叶可以在普通大气压和室温条件下利用

太阳光能将中性水裂解为氢和氧, 完成将太阳能

转化为燃料的过程。这是由于研发了含有Mn、
Co和Ni的水裂解催化剂, 人工叶具有放氧复合体

的功能, 最重要的是这个系统具有自我治愈特性。

通过改善设计, 将来自人工叶的H2与CO2结合制造

液体燃料。并且, 使用合成生物学, 一种生物工程

细菌可以把CO2和来自人工叶的H2转化为生物质

和乙醇燃料。这种杂合的微生物和人工叶系统每

千瓦时可以净化大约180 g CO2, 相当于23万升空

气中CO2。将这种杂合装置与现有的光伏系统联

合, 可以导致无先例的10.7%的太阳能-生物质转化

效率, 6.2%的太阳能-液体燃料转化效率, 超过自然

光合系统的效率(Nocera 2016)。另外, 人造多功能

“绿酶(Green Enzymes)”在光能的推动下, 催化水氧

化放氧的同时, 将释放的电子用于H+和CO2的还原, 
或N2的固定 (Murray 2012)。

上面介绍的CO2光还原产物大多是只含有1个
碳原子的化合物(CO、甲酸、CH4)。同这些一碳

产物的研究相比, 人们对用半导体光催化剂催化

CO2还原形成含2个以上碳原子的燃料如乙醇、乙

烯和草酸等的研究还较少注意。这方面还有不少

技术障碍需要克服, 量子效率和产物选择性等需要

改善(Hoffmann等2011)。
最近, Wang等(2014b)介绍了CO2光还原机

制、限制步骤和加强光还原的可能策略, 并且比

较了生物(植物和藻类)、无机半导体、有机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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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和杂合物 (酶与半导体 )等不同的催化系统 ; 
Green等(2015)列表比较了几十种不同种类太阳能

电池的效率; Hisatomi和Domen (2017)介绍了用于

水裂解或CO2还原的以PV (photovoltage)为动力的

电化学方法和无PV动力的光电化学方法, 提出了

光催化固定粒子板新技术(图3); Huang等(2018)介
绍了人工光合作用系统微反应器中水裂解、CO2

还原和辅酶(NADH、NADPH)再生方面的研究进

展, 讨论了实际应用中尚未解决的问题。

3  模拟全过程 

模拟光合作用的全过程, 是利用太阳光能将

CO2和H2O合成碳水化合物, 主要设想是构建人工

光合作用联合厂(许大全 2013)。
整合的人工光合作用模型(Pace 2005)包括4个

部分: 利用太阳光能发电的发电厂、利用海水电解

产氢的制氢厂、利用生物能量转换器制造NADPH
和ATP的同化力制造厂(许大全2013)和利用碳固定

酶反应器同化CO2的碳水化合物制造厂。

上述人工光合作用联合厂模型的一个独特之

处, 是四个工厂通过国家电网连接起来。发电厂

发出的电被输入国家电网, 然后电能被输入制氢

厂、同化力制造厂和碳水化合物制造厂。不过, 
用电解水制氢, 在能量的使用上, 也许不如光电化

学方法合算。而且, 这种人工光合作用联合厂如

今还只是一个美妙的设想, 要到达可以实际应用

的理想境界,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  结束语

根据自然光合作用的原理及灵感研制的人工

光合机构将太阳光能转化为化学能贮存在食物和

燃料中的人工光合作用, 是解决粮食短缺、能源

危机和环境污染三大世界难题的必由之路。人工

光合作用的迷人魅力激发了物理学、化学、电子

学、材料学、生物学和环境学及工程学等众多学

科科学家的浓厚兴趣。近十多年来人工光合作用

研究的迅猛发展 ,  已经获得不少令人兴奋的成

果。不断提高人工光合机构的光能转化效率、引

入自我修复机制以延长运转寿命、用地球上丰富

而廉价的材料代替稀缺而贵重的材料以降低成

本、扩大试验及应用规模以至商品化等, 依然是

人工光合作用研究领域面临的主要挑战。科学技

术进步所创造的种种人间奇迹让人深信, 在现代

化的工厂里不受周围环境条件制约地生产粮食、

用取之不尽的太阳能和海水大规模地生产H2以便

代替化石燃料等人工光合作用的梦想, 一定会有

美梦成真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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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s of artificial photosynthesis
XU Da-Quan*, CHEN Gen-Yun*

Lab of Photosynthesis and Environmental Biology, Institute of Plant Physiology and Ecology, Shanghai Institutes for 
Biological Scienc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anghai 200032, China

Abstract: If the photosynthesis of terrestrial plants and aquatic algae as well as cyanobacteria is defined as nat-
ural photosynthesis, then artificial photosynthesis is such a process that the man-made devices such as artificial 
leaf, photo-electrochemical cell, photo-bioreactor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r inspiration of natural photosynthesis 
convert sunlight energy into chemical energy and store in food or fuel such as hydrogen gas. Natural photosyn-
thesis cannot fulfil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human society due to its low efficiency, limitation of environment 
conditions, and difficulty of biomass harvesting from the seas and lakes. Artificial photosynthesis is so glamor-
ous and hopeful that it appears to be the only way to overcome three urgent problems of food, energy and envi-
ronment or global climate change in the world. This review introduces briefly the importance of artificial photo-
synthesis and great strides in the research area over the last decade, especially in aspects of artificial hydrogen 
production and CO2 reduction, in order to arouse the interest of more peoples and stimulate the research and de-
velopment of artificial photosynthesis.     
Key words: natural photosynthesis; artificial photosynthesis; artificial and light-catalytic hydrogen production; 
artificial carbon dioxide reduction; artificial leaf; photo-electrochemical cell; photo-biore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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