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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单位（专家）意见： 

超分子手性是连接分子手性与宏观手性的桥梁，对理解手性与生命、药物开发以及

新材料设计具有重要意义。该项目围绕着超分子手性的产生，传递以及功能展开：首

次发现了非手性分子在界面组装中的对称性破缺现象，揭示了其本质与普遍性；实现

了从分子手性到超分子，纳米结构以及宏观尺度手性的传递；开拓了非手性基元的超

分子手性体系的手性开关，手性记忆以及超分子手性识别等功能，形成了具有鲜明特

色的系统性工作。 

项目团队已经在 J. Am Chem. Soc.，Angew. Chem. Int. Ed.和 Adv.Mater.等国际权威杂

志上发表了系列论文，相关成果被 Science 作为亮点报道。项目完成人应邀在 Chem.Rev.

上发表了自组装体的超分子手性的相关综述文章。 

推荐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项目简介： 

该项目围绕自组装体系的超分子手性进行了系统探索和研究，揭示了界面组装体系

中的对称性破缺，基于非手性分子实现了超分子手性的产生，并在这些体系中实现了

超分子手性开关和记忆等功能，揭示了超分子手性的跨尺度传递特征等。 

手性是自然界的普遍特征，与生命的产生、演变密切相关，也是药物研发以及液晶

等新材料开发的要素之一。手性可以发生在从微观粒子到分子到宏观物质的各个层次。

其中，分子与超分子层次的手性是理解生命现象、药物与生物体相互作用、开发新型

功能材料等的关键。 

超分子手性是分子通过非共价键作用的协同形成的与其镜像不能重合的结构所产

生的，是连接分子手性和宏观手性的桥梁。对于超分子体系，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是

超分子层次的手性是如何产生并实现手性功能的？特别是非手性分子在组装过程中能

否发生对称性破缺而产生超分子手性？对上述问题的探索将从根本上理解超分子手性

的产生、演变以及功能化，从而进一步揭示手性相互作用以及手性对于生命、药物开

发以及新材料设计的重要意义。 

2003-2004 年，项目组首次发现：非手性分子可以通过气/液界面上的有序组装，发

生对称性破缺、产生超分子手性。以此为契机，项目组系统探索了非手性分子在气/液

界面发生对称性破缺的科学本质，揭示了这一现象的本质和普遍性；并进一步对无论

是手性分子还是非手性分子参与的超分子体系中的超分子手性开关与记忆等功能进行

了深入研究，形成了系统、有特色的成果。这些成果包括： 

（1）首次发现非手性分子在界面组装中的对称性破缺现象，揭示了其本质与普遍

性。项目组首次发现，非手性萘并咪唑分子通过界面配位、长链巴比妥酸通过界面氢

键作用进行组装时发生对称性破缺，产生了超分子手性；通过设计、合成和选择系列

具有位阻效应，堆积作用的非手性分子体系，研究了它们在二维界面组装过程中产

生的超分子手性，证实了这一现象的普遍性。 

（2）揭示了基于非手性分子构筑的超分子体系中的手性开关与记忆效应，实现了

由外消旋分子构筑的超分子手性体系与识别功能。完全基于非手性基元，成功实现了

手性开关、记忆功能；从外消旋分子出发，构筑了超分子手性组装体，实现了对手性

分子的识别以及 ee 值的检测。 

（3）阐述了手性分子参与的超分子体系中的超分子手性从分子到纳米到宏观尺度

的传递特征。设计了双头基两亲性的手性分子，构筑了手性纳米管，通过纳米管的平

行手性缠绕，获得了强度可与多种共价高分子材料以及生物材料相比拟的宏观超分子

纤维。 

该成果涉及 8 篇代表性论文，发表在 J. Am. Chem. Soc.; Angew.Chem.Int.Ed.和

Adv.Mater.等国际权威杂志上。相关成果受到国际著名科学家在 Chem. Soc. Rev.、J. Am. 

Chem.Soc.、Angew.Chem.Int.Ed.、Adv. Mater. 和 Curr. Opin. Colloid & Interface Sci.等权

威学术期刊上的正面评价；部分结果也被 Science 等专题评述或亮点报道。国际知名超

分子专家、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Phys.Chem. Chem. Phys.副主编 Ariga 教授评论有关

成果是“气/液界面超分子手性的开创性研究”。 

 



客观评价： 

 

一、关于超分子手性 

手性是一个令化学家、生物学家以及物理和材料学家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尽管分子

手性的研究已经很深入，但是超分子手性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以关键词

chiral 或者 chirality 在 web of Science 上搜索，有 30 多万条，而以超分子手性

(supramolecular chirality) 为关键词，在 Web of Science 上搜索发现，共有 2478 条相关

条目（截止到 2017 年 1 月 2 日）。项目组以非手性分子在界面组装中的对称性破缺现

象的发现为契机，拓展了超分子手性的相关研究，在有关超分子手性的论文发表中，

Minghua Liu (Liu MH 或者 LIU MINGHUA)发表的论文数排名第一。 

由于超分子手性的相关研究工作，2015 年应邀为 Chemical Review 撰写了超分子手

性的综述。Liu, M.; Zhang, L.; Wang, T., Supramolecular Chirality in Self-Assembled 

Systems. Chemical Reviews， 2015, 115 (15), 7304-7397. 

二、对本项目相关成果的评价 

该推荐书所涉及研究成果发表在 JACS、Angew.Chem.Int.Ed., Adv.Mater.等期刊上，包

括代表性论文 8 篇。相关研究成果的原创新与科学意义受到国际著名科学家或学术组

织/机构的积极评价。相关引文发表在包括 Chem. Soc. Rev.、J. Am. Chem.Soc.、

Angew.Chem.Int.Ed.、Adv. Mater. 和 Curr. Opin. Colloid & Interface Sci 等权威学术期刊

上。项目组的部分研究结果也被 Science 杂志作为亮点报道。主要第三方评价如下： 

1. 针对科学发现点 1（首次发现了非手性分子在界面组装中的对称性破缺现象，揭示

了其本质与普遍性）的评价 

 国际知名超分子专家，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Phys. Chem. Chem. Phys. 副主编 Ariga

教授在胶体与界面化学领域的综述性期刊中（Curr. Opin. Colloid &Interface Sci., 2008, 

13, 23）评论我们在气液界面通过氢键组装产生超分子手性的工作（J. Am. Chem. Soc., 

2004,126, 1322）是“气/液界面超分子手性的开创性研究” (Pioneering research on 

supramolecular chirality at the air-water interface）；他在另一篇综述（Sci. Technol. Adv. 

Mater. 2008, 9, 014109）中评论到“刘和合作者首先发现了非手性巴比妥酸在界面转移

膜中手性结构的形成（…by Liu and coworkers, who first discovered formation of spiral 

(chiral) structures in transferred monolayers of a non-chiral barbituric acid derivative.);德国

马普胶体化学研究所从事界面组装以及手性的著名科学家 Vollhardt 在同期的综述中

（Curr. Opin. Colloid & Interface Sci. 2008, 13, 31）也表达了完全相同的观点; 

 针对二维的超分子手性结构， Science 选为 Editors’ Choice，以近期文献亮点“都

卷起来了（All wound up）”为题，进行了报道(Science, 2004, 303, 591)； 

 

2. 针对科学发现点 2（揭示了基于非手性分子构筑的超分子体系中的手性开关与记忆

效应，实现了由外消旋分子构筑的超分子手性体系与识别功能。）的评价 

 针对基于非手性分子构筑的超分子手性开关。以色列科学家 Lahav 在综述中大量引

用我们的文章（Curr. Opin. Colloid & Interface Sci. 2008，13，12），认为我们巧妙地利

用了非手性两亲分子构筑了手性光学开关（Liu et al. reported recently an elegant 

utilization of the property of polymorphism for the design of a chiro-optical switch from an 

achiral amphiphile）。同时他评价我们的工作是杰出的（of outstanding interest）。 

 针对外消旋分子构筑的超分子手性体系用于手性分子检测，江云宝教授在

Chem.Soc.Rev.中认为，”This distinctive character of the racemic assemblies offers a new 

strategy for chirality sensing”(外消旋化合物组装体的)这一特性为手性传感提供了新策

略。并认为：this affords an extremely sensitive supramolecular chirality sensing system for 



protectedamino acids of ee close to 0. (这一方法提供了对于 ee 值接近于零的保护氨基酸

非常敏感的超分子手性传感体系) 

 

3. 针对科学发现点 3（阐述了手性分子参与的超分子体系中的超分子手性从分子到纳

米到宏观尺度的传递特征）的评价 

 

 诺丁汉大学 David Amabilino 教授（曾就职于西班牙材料科学研究所，）在英国皇家

化 学 会 的 网 络 新 闻 , Chemistry world (https://www.chemistryworld.com/ 

news/self-assembling-yarn-shows-its-strength/6516.article) 中认为‘This is the first type of 

supramolecular polymer fibre with such good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shows that small 

molecules and summing non-covalent interactions can lead to robust materials,’这是第一个

具有如此好机械性能的超分子聚合物纤维 .., 并且认为，“It’s ‘certainly a very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这是一个大的突破。 

 

 在研究工作中，发展了 CD 光谱的测量的技术，有关用圆二色光谱研究超分子手性

的工作获得了“中国分析测试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https://www.chemistrywor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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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人情况：（摘自“主要完成人情况表”中的部分内容，公示姓名、排名、行

政职务、技术职称、工作单位、完成单位、对本项目技术创造性贡献） 

 

姓名 排

名 

行 政 职

务 

技术职称 工作单位 完 成 单

位 

对本项目技术创造

性贡献 

刘鸣华 1 主任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化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

院化学研

究所 

对科学发现点 1，2，3

有贡献，是气液界面单

分子膜的对称性破缺

现象的发现者，上述超

分子手性项目的提出

者与负责人，研究内容

的设计与推动者，所有

代表性论文的通讯作

者或者通讯作者之一。 

陈鹏磊 2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化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

院化学研

究所 

对项目中的第 1 项科学

发现有贡献（代表性论

文 4 的通讯作者之一）,

发现油/水体系中的对

称性破缺。 

张莉 3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

化学研究所 

中国科学

院化学研

究所 

对项目中的第 1、2 项

科学发现有贡献（代表

性论文 3 的第一作者），

论文 5 的作者之一，实

现了非手性卟啉在二

维气/液界面的对称性

破缺，超分子手性开关 

王天宇 4  教授 北京科技大

学 

中国科学

院化学研

究所 

对项目中的第 3 项科学

发现有贡献（代表性论

文 8 的通讯作者之一），

在手性分子参与的超

分子手性体系中，实现

了分子手性的跨尺度

传递。 

 

说明：  

1. 刘鸣华研究员 1999 年 4 月起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2013 年 6 月起任国家

纳米科学中心。该项目涉及的所有科研工作均完成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2. 王天宇教授于 2007 年-2015 年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2015 年 9 月到北京

科技大学任职，“自组装体系的超分子手性研究”中的相关工作是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化

学研究所时完成的。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该项目是由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刘鸣华领导的课题组完成的，陈鹏磊，张莉与王

天宇为该课题组成员。陈鹏磊 2003 年 11 月份加入该课题组，与刘鸣华共同完成了代

表性论文 4 的工作；张莉曾经是该课题组的学生，在博士期间完成了代表性论文 3 的

工作，2004 年作为正式职工加入该课题组；王天宇 2007 年加入该课题组，与刘鸣华共

同完成了代表性论文 8 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