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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铑”有所“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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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铑和铱是两种稀有的铂系元素，性质十分相似。本文以第三人称拟人化的口吻，通过游戏闯关的形式对两种
单质的沸点、反射率、弹性模量、催化活性和化学稳定性等物理化学性质进行介绍。还穿插讲述了其氧化物和卤化
物的性质以及在电镀层、汽车尾气催化转化器、热电偶等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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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hodium and iridium are two rare elements of the platinum family, and they have very similar properties.
In a third-person personification, their uniqu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such as boiling point, reflectivity, elastic
modulus, catalytic activity, and chemical stability have been introduced by designing a game of challenges. Additionally,
the properties of their oxides and halides are also included, especially their applications in electroplating, automobile
tail gas catalytic converters, thermocouple 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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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加油冲”是一档游戏闯关类节目，每周定期邀请两位元素伙伴完成节目组设置的多重个
性化关卡。节目中，选手们会被带到一个密室，找到线索才能通往下一间密室。密室困难重重，充
满危险：机关、沼泽和熔炉等，需要他们相互依靠，协同合作，才能顺利完成任务。成功过关的两
种元素将获得节目组颁发的“最佳元素搭档”的奖杯，并在各大元素家族中宣传表彰。
“本期节目中，我们请来了两位鲜为人知的选手‘铑’和‘铱’，他们代表铂系家族参加此次
闯关活动。虽然他们的名气不大，但实力还是很强劲的。”主持人慷慨激昂地说，“接下来，让我
们热烈欢迎‘铑’和‘铱’两位选手入场！”
主持人话音刚落，身披银白色战袍的“铑”选手意气风发地走进演播厅，边走边打招呼：“亲
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铑’，外号‘黑金’，也可以叫我‘Rhodium’，在元素周期表中
排行第45名(原子序数为45)，位于第五周期VIII族。我一直与铂系兄弟们隐居在矿石中，1803年，被
英国人William Wollaston带到这个世界[1]，大家都戏称我为‘铑(老)人’。虽然我年龄大，但‘铑(老)
收稿：2021-01-29；录用：2021-03-29；网络发表：2021-04-08
*
通讯作者，Emails: yanyi@nwpu.edu.cn (闫毅); yanjing@nwpu.edu.cn (颜静)
基金资助：陕西省提升公众科学素质计划项目(新冠病毒感染肺炎应急科普 2020PSL034)；第二批陕西省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20GZ110109)；
陕西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20 年度课题(SGH20Y1020)；2020 年校高等教育研究基金(G2020KY0701)

大 学 化 学 Univ. Chem. 2021, 36 (10), 2101057 (2 of 5)
当益壮’，我的身体很健壮(坚硬)而且寿命非常长(耐用)。在工业生产中，我可以由深灰色的氧化铑
(Rh2O3)粉末高温分解产生，也可以在二氧化硫、氢气等作用下还原而来。不过，我的兄弟姐妹不多，
在地壳中的含量仅有十亿分之一，大多分散在不同的矿石中，很少会聚在一起。”主持人笑道：“我
们节目组请你这样的‘贵’金属，也是花了巨资啊！”铑说：“哎呀，要论身价，我的那位搭档可
绝不比我低！老朋友‘铱’，快上来吧！”
说罢，铱穿着银白色的铠甲，披着浅黄色的斗篷，大摇大摆地走近镜头：“对呀，我是地壳中
丰度最低的元素之一呢！大约是金含量的1/40 [2]。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主持人催促道：“这位选
手，别卖关子啦，快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铱回到主持人身边，俏皮地说：“嘿嘿，大家好，我是铑的好兄弟‘铱’，在元素周期表中，
位于铑的正下方，原子序数是77。1803年，找到‘铑’的同时，英国化学家Smithson Tennant和法国
化学家Hippolyte-Victor Collet-Descotils尝试用王水溶解粗铂，在器皿底部的黑色残渣中发现了我[2]。
由于我的许多盐兄弟都有鲜艳的颜色，所以Smithson Tennant依据希腊神话中诸神的信使、彩虹女神
伊里斯之名，给我取名为‘Iridium’。自然界中，我仅有两个同胞兄弟(同位素)：铱191、铱193。大
家所熟知的国际千克原器就是我和本族铂长老合作的结果[3]。”
主持人说：“感谢两位选手生动有趣的自我介绍，相信大家对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请两
位选手闭上眼睛，由工作人员带往闯关密室。我宣布，挑战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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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镀”非凡

不知过了多久，铑和铱慢慢睁开眼，竟发现自己在一间玻璃房，四周墙壁都由玻璃制成。再仔
细瞧一瞧，地面上有一个可以升高房间温度的按钮，天花板处有一个极高的机关，触碰不到。此外，
地面还有一个固定的激光灯。
铑是身经百战，所向披靡的游戏“铑(老)手”，提议：“我们需要用激光灯打开机关，才能找到
通往下一关的入口。”说着，便打开激光灯，但发现无论怎样都照射不到机关。
“机关那么高，我们怎样才能利用激光灯照到它呢？”铑和铱面面相觑。
突然，铑拍了下脑门：“有办法了！我身体表面的反射率非常高，没准可以将激光照到我身上，
我再把它反射到机关上。可是，怎样才能让激光照到我身上呢？”
铱思考了一下：“这不是有一个可以升高房间温度的钮吗？你的沸点低(3695 °C) [4]，而我的沸
点高(4403 °C) [5,6]，我们可以将温度设置为4000 °C，把你‘镀’到天花板的玻璃上，制成高反射率
的镜面，然后我再打开激光灯，这样就可以照到机关啦！”铑恍然大悟：“没错！就这样办。”
两人配合默契，迅速按计划执行。果真，激光成功照到机关，通往下一间密室的门打开。随后，
铱将室内温度降低，铑迅速跳到地面，两人继续携手走向下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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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降危机

现在，铑和铱两位选手来到第二间密室。铑仔细打量着这个房间，在门口犹豫，迟迟不敢踏入：
“这怎么看都不只是个普通的房子，里面一定有陷阱。”
铱则径直进入，说：“毕竟是闯关挑战，怎么可能没有难度。你别站在外面了，快进来吧。”
铑嘟囔了句“有道理”，也跟着走了进去。就在铑后脚踏进房间的那一刻，他们身后的门轰隆
一声落下，将退路封得死死的。突然，一声巨响从上方传来，伴随着些许小石块的下落，铑和铱瞬
间就明白要发生什么了。
“房顶在慢慢下降！是想要压死我们！”两人异口同声地大喊。
房顶降落的速度很慢，现在他们倒是有充足的时间寻找脱身的出口。可是这个密室，就连一个
气孔都没有给他们留，更不要说逃脱通道了，两个人把每个角落都勘探个遍也依旧是一无所获。
“难道我们的出发点是错的？不应该找房间的出口？”铱陷入了自我怀疑，一屁股坐到地上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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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思考每一种漏掉的可能性。
一旁的铑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他对于铱突然停下的行为很是不满。眼见房顶就要将他们碾成泥，
铑心中焦急不堪，扯着铱的胳膊想把他从地上拉起，却被铱突如其来的惊呼打断。
“我想到了！”铱兴冲冲地对着一头雾水的铑说，“这个房间根本就没有出口。这关考验的是
我们的忍耐力！”房顶迫近，铱让铑蹲下，自己则双手张开撑住了天花板，阻止其进一步下坠。
“还记得吗？我的弹性模量可是金属中第二高的，足足有538.3 GPa [5]。再加上我只有0.26这样
低的泊松比[5,6]，可以说我拥有超高的刚度和抗变形能力。不管这个房顶给我的压力多大，我都不会
轻易变形。如果没猜错的话，再坚持几分钟后，这一关就通过了。”铱自信满满地抵住房顶，等待
考核通过的信号灯亮起。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房间内便传来了考核通过的讯息，而刚刚还近在咫尺的房顶瞬间恢复原样。
通往下一关的大门已然打开，随时等待二人通过。

3

必“净”之路

第三关依旧是在一间密室中进行。只不过比起刚刚的空无一物，铑和铱二人面前正停放着一辆
小型轿车。二人走近，只见一张纸条贴在车身上，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本关的要求：【1 min后这辆
汽车会开始不断排放尾气。一旦房间里的氮氧化物浓度达到一定的数值，屋内安装的探测仪便会发
出警报，判定挑战失败；若能在5 min内将屋内氮氧化物含量维持在标准范围内，则挑战成功。】
前两关的设定都极其隐晦，基本上需要两个人进行思考后才能得出一个较为合理的通关方案。
这一次的规则白纸黑字地放在这里，反倒让铑铱二人不太适应了。
铱反反复复地读纸条上的内容，确定没有遗漏的信息后，率先打破短暂的沉默：“看来这次我
们的目标很明确了，就是要在规定时间内将室内的氮氧化物浓度保持在标准范围内。究竟该怎样实
现呢？”
“哼哼，看来这回该我出场了。”铑一下变得得意洋洋，“我的催化活性和选择性都很高，不
仅是我，我的合金、化合物以及络合物催化剂都可用于汽车废气净化工业[7]。这一关，简直就是为我
量身定制的啊！”
“你打算怎么做？”这番话让铱也不禁好奇了起来。
铑一边走向车尾，一边详细地解释：“要知道，我曾在汽车尾气催化转化器中起到重要作用。
我作为催化剂的活性成分，可以使氮氧化物分解成无害的氧气和氮气。这样就可以有效减少尾气中
有害物质的浓度了。只不过因为我的提取实在是太过困难，导致这个过程成本很高。所以比起我本
身，更多的还是将我的配合物投入这些应用。听说，每年都有新的铑配合物催化的有机反应被报道。”
说着，铑拿出了多孔陶瓷，在其表面附着上一层活性涂层。他将自己的金属颗粒嵌入多孔结构
中，然后安装在汽车尾气管上。不一会儿，尾气开始排放。在催化转化器的作用下，探测仪一下都
没有响过。
“哇！铑兄，你在汽车尾气催化剂方面真的是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啊！这可以阻止尾气中的
有害物质释放到空气中，保护我们的大气环境！”铱崇拜地赞叹道。
“其实不仅我自己可以在催化方面做贡献，我的卤化物‘碘化铑’，也是羰基化合成反应的催
化剂呢！他可以帮助合成醋酸、醋酐和乙二醇等重要物质。”铑自豪地向铱介绍自己的好朋友，“咱
俩别在这闲聊了，还有两关在等着我们呢！”随后，铑拍了拍铱的肩膀，两人大踏步地走向下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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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而却步

伴随着机关门启动的轰然巨响，两人顺利进入了第四关。一片巨大沼泽地挡住了两位选手的去
路。沼泽地中的液体冒着黄色雾气，空气中还弥漫着些许氯气的味道。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铑捏着鼻子，紧皱着眉头抱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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铱临危不惧地说：“依我的经验，这沼泽地中应该是王水，别名王酸或硝基盐酸，由硝酸和盐
酸按体积比1 : 3混合而成。”
铑一听，立马慌了：“王水！原来这就是刚才参赛前听他们议论的腐蚀性极强的王水！据说上
一回‘金’到这一关卡的时候，不慎失足落入其中，小命都没了啊！”
铱放声大笑：“男子汉大丈夫，你就这点儿气魄？虽然是腐蚀性极强的王水，但对我毫无影响，
我可是最耐王水腐蚀的金属。你忘了我是怎么被发现的了吗？”说完，铱得意地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那我怎么办？”铑依然害怕得牙齿打颤。
“好兄弟，你别害怕，咱们都来自铂系家族，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按理说你多少也应该对王
水有点抵抗作用。”
“好吧，我相信你的判断。”
于是，这两位选手在王水中一前一后全速前进。半途，铱突然听见身后的铑发出了一声惊呼：
“铱，救救我！我的身体怎么有点溶解了？你看我的战袍都变成破破烂烂的乞丐服了！”
铱看了一眼铑，吓了一大跳，大喊了好几声“非礼勿视”。冷静下来后，只见他一拍脑袋：“啊！
我想起来了，铂长老之前好像说过，你在王水中微溶[8]。快，我背着你！”
铑顺势跳到铱的背上，铱说：“没想到你看起来和我胖瘦一样，原来这么轻。”
“那可不，我的密度(12.41 g·cm−3)可比你(22.42 g·cm−3) [5,6,9]小得多！虽然我的身体在王水中稍
微有点溶解，不过，我的一个兄弟‘二氧化铑’，可以在王水中游泳！”
“是吗？那我倒想跟你那位兄弟比一比，看看谁在王水中游得快，哈哈！”
在欢声笑语中，两位选手继续向远处的机关门奋力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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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金铄石

刚进入第五关的房间，墙上的一个5 min倒计时灯突然亮起。红色的灯光好像既昭示着胜利的曙
光，又隐隐透露着失败的威胁。
“快！我们只有5 min时间，快找出口！”铑惊呼道。
争分夺秒，两人立即在房间内搜索着离开的出口。
片刻之后，铱突然开口：“这房间怎么越来越热啊，好似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我皮都快要热皱
了，温度再这么升上去，咱们今天非化在这儿不可。这地板又是镂空的，咱们现在的境遇很危险啊！”
“我也发现了，难道跟第二关一样？设计者的目的可能根本就不是为了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
找到出口，而是要我们想办法顺利撑过这5 min。”
“快看，我找到了一个温度计。”铱把一个测温计递到铑的面前，“现在时间过了2 min，室内
的温度已经高达800 °C，如果温度是线性上升，3 min后这个房间高达2000 °C！虽说我的熔点在2400 °C
以上[10]，但是我记得你的熔点只有不到2000 °C [5,6]。好兄弟，我可不能抛下你不管！”
铑突然想到：“对了！咱俩的晶格常数非常接近，高温下能形成连续固熔体。你还记得吗？曾
经在一次实验中咱们俩熔为合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的热电偶可承受高达2000 °C的温度[11]，
高温抗氧化能力比你本身还要强。”
“好主意！但是我们怎么形成合金呢？要形成合金我们必须混合融化后冷却凝固，熔炼时往往
还需要用高频炉氩气保护，以防止熔炼过程中元素失重，在现在的境遇下可能难以实现。依我看，不
如我去堵住加热口，你去堵住散热窗，好歹咱们可都是著名的铂族‘难熔化金属’，咱们一起忍耐
一会儿，把这个加热器的电机烧掉！”
“好，那就这么办！”
二人分头行动，分别堵住了机器的加热口和散热窗。由于机器功率高，又没有过热保护，不到
2 min，机器便发出了“轰隆隆”的巨响，冒出股股黑烟，停止运作了。终于房间里的温度不再升高，
计时器上显示还有0.5 min两人即可顺利通关，而这时温度计显示室内温度已经高达1800 °C，两人依

大 学 化 学 Univ. Chem. 2021, 36 (10), 2101057 (5 of 5)
然完好无损。
“好险！”铑惊呼。
两人还没从刚才的惊险中缓过神来，纷纷喘着粗气，这时机关门打开了，门外是面对万千观众
的领奖台。两人走出密室，在万众瞩目之下站上领奖台。礼仪小姐将“最佳元素搭档”的奖杯送到
了两人的手中，铑和铱共同将奖杯举过头顶。顿时，场内掌声雷声般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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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感言

“恭喜铑和铱两位选手成功完成挑战！作为闯关成功的选手，你们有没有什么想和观众朋友分
享的？你们觉得成功的诀窍究竟是什么呢？”主持人说完，将话筒递到铑和铱的面前。
铱率先接过话筒，侃侃而谈：“在我看来，闯关成功离不开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合作。我们
作为独立的个体，都有着突出的特长和优势。平时我只是听说，铑凭借自己优良的性质和特点，不
仅被用于珠宝首饰表面的电镀层，还在航空航天、玻璃纤维、电气工业等多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9]。今天，我才算真正领略到铑的风采，尤其在第三关——必‘净’之路，铑作为催化剂的活性成
分，完成尾气净化的样子‘帅极了’！如果没有他，仅仅靠我只身一人的力量，我根本不可能站在
这里发表获奖感言。当然，之前我和铑在事业上偶尔也会有交集，比如我们哥儿俩融为合金，制造
热电偶 [9]，这也是今天合作顺利的基础。总之，参加了节目‘元素加油冲’，让我更加清晰地认识
到：唯有取长补短，才能命途‘少’舛！”
铱说完，将话筒转交给了铑：“我很赞同铱所提到的合作的重要性。在我眼中，铱也一直是非
常出色的合作伙伴，大家别只看到我在第三关汽车催化转换器方面的贡献，铱在做催化剂方面也十
分卓越。近期，铱和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游书力研究员课题组合作完成了一个催化烯
烃Z式构型保留的不对称烯丙基取代反应，为今后研究如何高效合成热力学不稳定的Z构型烯烃做出
了突出贡献[12]。我觉得在今天的闯关赛背景下，我们通过相互依靠、团结合作取得成功，可以给我
们这个组合起一个名字，就叫‘铑’有所‘铱’(依)。希望之后我和铱都能在各自的领域大放异彩，
并充分发挥合作的优势，为人类创作出更加浓墨重彩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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