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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化学是一门近二三十年兴起并发展繁荣的前沿交叉科学。微波是频率在 300 MHz 到 300 GHz 范
围内、波长在 1 mm~1 m 之间的电磁波，是分米波、厘米波、毫米波的统称[1]。微波化学是指微波在化
学领域的应用，即微波直接作用于多种化学体系，加速其反应或者催化新反应的进行等[2]。
根据 20 世纪 60 年代天文学四大发现之一的微波背景辐射(microwave background radiation)，可知微
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宇宙大爆炸时期。微波在许多方面都有应用，如：通讯、导航、测量、军事
和加热食物等。其在工业上的应用源自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开始的微波加热应用研究，微波能量最早由
Percy Spencer 用来加热食品，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利用微波能对物质进行干燥处理[3] [4] [5] [6]。随后，
微波逐步被应用到多种科学研究领域。
化学起源于炼金术时代，自那时起至 20 世纪中叶，近千年来，人类都是用传统加热的方法来促进物
质发生变化(有新物质生成的变化称为化学变化)，即使到了化学较繁荣的李比希时代，这一状况仍没有得
到任何改变。随着二十世纪中叶世界科技大发展，在军事领域作用极大的微波技术开始进军化学领域，
引发了化学相关领域的革命性变化[7] [8] [9]。从 1985 年开始，国内外学者先后应用微波辐射技术成功地
优化了许多反应，几乎涵盖了有机合成的许多重要反应类型[10]。
由北京祥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北京神剑天军医学科学院京东祥鹄微波化学联合实验室副
主任胡曌玺工程师，知名化工专家和化学教育专家、武汉工程大学校长王存文教授，药学及其教育专家、
湖北科技学院药学院院长闵清教授，化学及其教育专家、曲阜师范大学化学学院院长尤进茂教授，北京
联合大学副教授、武汉工程大学微波化学专业方向在读博士学位研究生马密霞和我国知名航天军事医学、
有机药物化学、微波化学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正式候选人、北京市特聘教授胡文祥博士，合作编著《微
波化学研究进展——京东祥鹄微波化学联合实验室微波化学领域相关研究成果目录及部分论文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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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由汉斯出版社于 2019 年 9 月网络出版，谷歌图书和亚马逊网站立即播发相关信息，随后印刷版也将问
世。北京祥鹄科技专门配发新书出版国庆简报[11]，收到良好反响。本书(见图 1)的出版得到北京祥鹄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这是全体作者和全体祥鹄人献给共和国 70 华诞的一份礼物！

图 1. 《微波化学研究进展》样书

本书收集了我国著名航天军事医学、有机药物化学和微波化学专家、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
航天系统部研究员、北京神剑天军医学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正式候选人胡文祥教授领导的京东
祥鹄微波化学联合实验室等单位，在微波化学相关领域辛勤耕耘近四十年所取得的主要学术成就，包括
荣获国家和军队、省部级一、二等成果奖目录，相关国家和国防发明专利目录，相关国家软件著作权目
录和出版相关著作目录以及非保密研究内容公开发表的部分论文以及国内知名媒体对胡文祥教授及其领
导的实验室的一些相关报道等内容。
从本书中可以窥探从化学催化到微波、超声波等物理催化(催化化学的第一次飞跃)，从单一物理催化
到组合物理催化(催化化学的第二次飞跃)，再从组合物理催化到组合物理、化学和生物催化(催化化学的
第三次飞跃)，这样催化化学的三次飞跃，引发相关化学领域革命性的变化。
胡文祥自 1984 年在世界上首次提出微波有机化学概念、1985 年考入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
所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运用微波催化有机磷酸酯水解反应以来，率领科研团队在微波化学领域辛勤耕耘 35
年，不断取得重要进展。1989~1990 年成功研制微波反应器，1997 年获得国家专利，1998 年发表微波反
应装置[12]，1999 年发表超声波回流反应器的研制成功的文章[13]。2006 年，胡文祥教授领导的实验室
成功研制了微波有机合成数据库[14] [15]，此微波合成数据库是利用基于 ACCESS2003 的数据源，通过
VC++6.0 编写的数据库管理应用程序，两者通过 ODBC 实现连接。使用者可以通过作者、反应类型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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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名称等信息查询相应的微波合成文献，此数据库共收集整理了国内外有关微波有机合成的文献近
1000 条，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个微波有机合成化学数据库，为之后的微波化学相关研究者提供便捷的查
询方法，加快了我国微波化学的发展速度。
胡文祥教授领导的科研团队在近四十年的微波化学研究中，涉及到许多相关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
果和专利，非保密研究内容已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150 余篇，本书收集了其中的 81 篇。从本书可以了解到
其在微波萃取天然产物有效成分、微波有机化学、微波无机化学、微波环境化学等方面的一些重要的研
究成果[16]-[32]。例如，在微波萃取天然产物有效成分中，前后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微波萃取绞股蓝总皂
苷[33]；微波法从花生芽[34]、葡萄籽、虎杖、藜芦[35]、买麻藤中提取分离得到白黎芦醇；微波法提取
分离肉桂醛[36]等。
此外，由本书我们还可以了解胡文祥教授多年来微波催化在有机药物和材料合成化学中的应用研究
的部分非保密论文，其主要有：1) 有机合成方面：二甲硫醚锂[37]、间甲基苯甲脒盐酸盐[38]、间甲基苯
脒肟[39]、2-氟丙酸[40]、溴代烷烃[41]等。2) 药物合成方面：甲硫甲基锂[42]、芬太尼类衍生物[43] [44]
[45] [46]、新型苯并咪唑抑菌剂[47] [48]、邻苯二酚类铀促排化合物[49]、盐酸小檗碱类衍生物[50] [51]
等。3) 生物合成方面：微波诱导 GFP 蛋白表达[52]。4) 微波辅助样品前处理技术研究：土壤消解[53]；
大米消解[54]；黑茶消解[55]；空心胶囊消解[56]；螺旋藻消解[57]等。
本书附录一、附录二分别登载了胡文祥教授的在读博士研究生翻译的无机纳米材料的微波合成这一
领域的重要进展。一篇是印度科学家撰写的“无机纳米粒子合成研究进展”[58]，另一篇是澳大利亚和意
大利科学家撰写的“微波辅助合成胶状无机纳米晶体”[59]，这两篇文章引用了大量文献，很有参考价值，
使得本书的内容更加丰富。
胡文祥教授在世界上首创有机微波化学及其组合微波化学，建立的微波催化不等式，撰写了相关著
作[60]-[74]，大力支持北京祥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功研发了几十种祥鹄微波化学系列仪器与组合仪器，
其中两种仪器见图 2 和图 3，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产生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有力推动了相关领域
的科技进步。北京祥鹄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牵头负责完成的科研成果“微波化学系列仪器研制及其应用研
究”，于 2015 年荣获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一等奖。在此之前，胡文祥教授领导的国防科研团队和高
校科研团队釆用微波化学方法进行的相关开创性研究成果，已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军队科技进步
一等奖及省部级技术发明一等奖共 5 项。2017 年，创办了中文国际网上学术期刊《比较化学》《微波化
学》(见图 4)和《交叉科学快报》(见图 5)。

图 2. XH-300A 电脑微波超声波组合催化合成萃取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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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XH-800X Honeycomb 八面体(六边形)微波消解工作站

图 4. 《微波化学》杂志封面

图 5. 《交叉科学快报》杂志封面
DOI: 10.12677/mc.2019.33004

32

微波化学

秦宁 等

本书的内容非常丰富，可供物理、化学、生物等相关学科领域，材料、环境、食品、医药卫生等相
关应用研究部门及交叉边缘学科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和高校师生参考。
今后胡文祥教授将率领北京神剑天军医学科学院京东祥鹄微波化学实验室、武汉工程大学华中祥鹄
微波化学联合实验室及相关合作实验室的全体同志，决心牢记习总书记的嘱托，同心同德，群策群力，
心连在一起，情融在一起，劲使在一起，汗流在一起；不怕困难，不怕麻烦，志存高远，躬身实践，不
懈进击，砥砺前行；进一步发挥魅力，释放潜力，激发活力，持续发力，巧妙借力，冲破阻力；不断合
成新物质，发明新技术，研发新仪器，制造新工具，建立新公式，创建新原理，为发展祖国的微波化学
事业，振兴民族微波化学产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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