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第十二届有机固体电子过程暨华人有机光电功能材料学术讨论会 

主会场日程表 

时间 报告类型 报告人 题目 

2021.8.20 上午 主会场：3 楼宴会厅/2 楼音乐厅 

主持人： 

08:30-08:45 开幕式 领导讲话 

主持人： 

08:45-09:15 大会报告 高松 分子自旋态操控与自旋化学 

09:15-09:45 大会报告 唐本忠 具有聚集诱导发光特性的有机聚集体 

09:45-10:15 照相、茶歇 

主持人： 

10:15-10:45 大会报告 江雷 
仿生超浸润界面体系 

——基于量子限域超流的能量转换/化学反应/信息传输 

10:45-11:15 大会报告 吴骊珠 光化学转换 

11:15-11:45 大会报告 黄飞 面向大面积印刷加工的聚合物光电材料与器件 

12:00-14:00 午饭 

 

2021.8.22 下午 主会场：3 楼宴会厅/2 楼音乐厅 

主持人： 

14:00-14:30 大会报告 李永舫 聚合物太阳电池光伏材料最新研究进展 

14:30-15:00 大会报告 张锦 单壁碳纳米管的结构控制生长方法 

15:00-15:30 茶歇 

主持人： 

15:30-16:00 大会报告 胡文平 有机集成电路的探索 

16:00-16:30 大会报告 黄维 未来产业：柔性电子 

主持人： 

16:30-17:00 闭幕式 领导讲话、发奖、宣布下届举办单位 

18:00-19:00 晚饭 



全国第十二届有机固体电子过程暨华人有机光电功能材料学术讨论会 

分会场一日程表 

2021.8.20 下午 分会场一：1 楼 8 号厅 

主持人：  

14:00-14:20 邀请报告 王朝晖 分子碳的精准合成 

14:20-14:40 邀请报告 赵达慧 
Correlation of Aggregate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with Molecular 

Structures 

14:40-15:00 邀请报告 邵向锋 曲面共轭分子的设计合成及光电性能 

15:00-15:12 口头报告 杜平武 
基于稠环芳烃π共轭结构合成新型弯曲碳纳米管片段及其性

质研究 

15:12-15:24 口头报告 祝崇伟 新型共轭碳基分子：平面的碳-苯大环和非平面的稠环芳烃 

15:24-15:36 口头报告 周刚 噻吩扩环制备噻喃衍生物研究 

15:36-15:48 口头报告 陈丰坤 
新型缺电子基团 TPTz 及其共轭聚合物在太阳能电池中的应

用 

15:48-16:20 茶歇 

主持人：  

16:20-16:40 邀请报告 迟力峰 烷烃到聚乙炔的表面直接转化 

16:40-17:00 邀请报告 董宇平 基于三键聚合反应的功能高分子设计与合成 

17:00-17:12 口头报告 李茂 电化学迭代合成 

17:12-17:24 口头报告 邓云峰 茚满二酮封端醌式化合物的合成及其半导体性质的表征 

17:24-17:36 口头报告 李远明 4,5-二芳基菲的复兴 

17:36-17:48 口头报告 王小野 非苯型有机共轭分子的设计合成与性质研究 

17:48-18:00 口头报告 胡本林 本征弹性有机半导体的合成 

18:00-19:00 晚饭 

 

2021.8.21 上午 分会场一：1 楼 8 号厅 

主持人：  

08:30-08:50 邀请报告 张浩力 n 型与双极性有机半导体材料的设计与器件应用 

08:50-09:10 邀请报告 黄辉 有机/高分子半导体材料的合成与光电应用 

09:10-09:30 邀请报告 高希珂 基于薁的共轭分子材料：设计合成与功能研究 

09:30-09:42 口头报告 张清 使用共振辅助氢键实现高性能有机半导体材料 

09:42-09:54 口头报告 武庆贺 噻吩稠合萘单酰亚胺的合成及其聚合物给体材料 

09:54-10:06 特邀报告 郝临晓 CCS Chemistry 期刊介绍 

10:06-10:30 茶歇 

主持人：  

10:30-10:50 邀请报告 陈军武 
硅氧烷封端侧链对有机光伏材料的聚集形貌和光伏性能的影

响 

10:50-11:10 邀请报告 李承辉 配位键交联聚合物的设计合成与应用 

11:10-11:30 邀请报告 解令海 有机半导体的空间设计 

11:30-11:42 口头报告 花建丽 
基于苝并噻吩砜的有机共轭聚合物的合成及光催化析氢性能

研究 

11:42-11:54 口头报告 李忠安 高效有机/高分子非掺杂空穴传输材料设计与合成 

12:00-14:00 午饭 

2021.8.21 下午 分会场一：1 楼 8 号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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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14:00-14:20 邀请报告 马骧 组装诱导有机室温磷光 

14:20-14:40 邀请报告 张红雨 柔性有机超分子发光晶体 

14:40-14:52 口头报告 张志云 刚柔并济的二氢吩嗪动态发光材料 

14:52-15:04 口头报告 谷龙 超长有机室温磷光材料的性能研究与应用 

15:04-15:16 口头报告 汪峰 基于非共价键协同策略的π-共轭超分子体系 

15:16-15:28 口头报告 任毅 利用主族元素对有机发光材料激发态调控的研究 

15:28-15:40 口头报告 朱亮亮 橡皮摩擦选择性刺激相应荧光材料 

15:40-16:20 茶歇 

主持人：  

16:20-16:40 邀请报告 解永树 新型卟啉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研究 

16:40-17:00 邀请报告 甄永刚 分子材料聚集态结构的调控及其光电性能 

17:00-17:12 口头报告 解增旗 给体-节点-受体（D-n-A）型分子的构筑与光电性能调控 

17:12-17:24 口头报告 袁忠义 酞菁类电子传输材料的设计合成及光伏应用 

17:24-17:36 口头报告 牛海军 多功能柔性电致变色聚合物的设计合成与性能研究 

17:36-17:48 口头报告 刘瑶 共轭聚合物双性离子的设计合成及其界面修饰性能的研究 

18:00-19:00 晚饭 

 

2021.8.22 上午 分会场一：1 楼 8 号厅 

主持人：  

08:30-08:50 邀请报告 汪成 三维共价有机框架的拓扑设计和结构表征 

08:50-09:10 邀请报告 赵英杰 大尺寸二维高分子单晶制备 

09:10-09:22 口头报告 黄宁 具有高导电性的二维有序框架材料的设计开发 

09:22-09:34 口头报告 郑治坤 大面积二维聚合物晶体膜的制备与结构调控 

09:34-09:46 口头报告 张效洁 新型共轭多孔聚合物的设计、合成及其在锂硫电池中的应用 

09:46-09:58 口头报告 李涛 新型偶氮光开关分子的设计合成及应用 

09:58-10:30 茶歇 

主持人：  

10:30-10:50 邀请报告 窦传冬 含硼有机双自由基 

10:50-11:10 邀请报告 马玉国 长寿命双色团铱配合物在上转换和光控聚合中的应用 

11:10-11:22 口头报告 夏建龙 生色团耦合作用对单线态裂分的影响研究 

11:22-11:34 口头报告 郑永豪 非破坏性手段精细调控分子体系的双自由基特性 

11:34-11:46 口头报告 史钦钦 基于有机半导体材料的绿色合成方法研究 

11:46-11:58 口头报告 董少强 具拓扑结构的有机多维共轭分子的设计、合成和表征 

12:00-14:00 午饭 



全国第十二届有机固体电子过程暨华人有机光电功能材料学术讨论会 

分会场二日程表 

2021.8.20 下午 分会场二：1 楼 9 号厅 

主持人：  

14:00-14:20 邀请报告 帅志刚 有机半导体电荷传输的统一描述 

14:20-14:40 邀请报告 耿延候 高迁移率共轭聚合物的合成与性质 

14:40-15:00 邀请报告 郭云龙 大面积、稳定的聚合物半导体材料与晶体管器件 

15:00-15:12 口头报告 阳军亮 高迁移率 C8-BTBT 柔性有机薄膜晶体管 

15:12-15:24 口头报告 邱龙臻 相分离法制备共轭聚合物超薄膜及应用 

15:24-15:36 口头报告 高建华 
氟代噻吩调节的三组份共聚物的合成及其双极性有机场效应

晶体管性能 

15:36-15:48 口头报告 贾传成 基于离子液体栅的单分子场效应器件 

15:48-16:20 茶歇 

主持人：  

16:20-16:40 邀请报告 韩艳春 
分子量对薄膜微结构转变的影响及其与力学和电学性能的关

系 

16:40-17:00 邀请报告 江浪 单分子层分子晶体光电材料与器件 

17:00-17:12 口头报告 吕爱凤 
Organic Field-Effect Transistors (OFET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Gas Sensors 

17:12-17:24 口头报告 王宗瑞 不同受体对混合柱堆积电荷转移复合物光电性能的调控研究 

17:24-17:36 口头报告 史建武 p 型材料的分子排列对有机异质结晶体管性能的影响 

18:00-19:00 晚饭 

 

2021.8.21 上午 分会场二：1 楼 9 号厅 

主持人：  

08:30-08:50 邀请报告 裴坚 
A thermally activated and highly miscible dopant for n-type 

organic thermoelectrics 

08:50-09:10 邀请报告 刘俊 
基于双硼氮配位键桥联联吡啶（BNBP）单元的 n 型高分子热

电材料 

09:10-09:30 邀请报告 梁子骐 有机/钙钛矿光伏材料的热电探究 

09:30-09:42 口头报告 李慧 聚合物热电材料设计合成及其性能优化 

09:42-09:54 口头报告 李鹏程 聚苯胺/碳纳米管复合热电材料 

09:54-10:06 口头报告 范曾 基于 PEDOT:PSS 高效柔性热电纤维的制备及可穿戴应用 

10:06-10:30 茶歇 

主持人：  

10:30-10:50 邀请报告 董焕丽 高迁移率发光有机半导体材料与器件 

10:50-11:10 邀请报告 雷霆 共轭高分子的掺杂调控和应用 

11:10-11:22 特邀报告 刘波 Nature Communications 期刊介绍 

11:22-11:34 口头报告 李荣金 二维分子晶体 

11:34-11:46 口头报告 王洋 基于萘并二噻吩酰亚胺的 n 型聚合物半导体 

12:00-14:00 午饭 

2021.8.21 下午 分会场二：1 楼 9 号厅 

主持人：郭云龙 

14:00-14:20 邀请报告 郭旭岗 Imide-Functionalized n-Type Polymer Semiconductor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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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Performance Organic Transistors 

14:20-14:40 邀请报告 郭小军 有机薄膜晶体管功能化阵列集成 

14:40-15:00 邀请报告 彭谦 弱相互作用对强发光与高迁移率的平衡调控及分子描述符 

15:00-15:12 口头报告 纪德洋 聚合物介电层界面调控获得高性能的有机光电器件 

15:12-15:24 口头报告 何涛 可视化的有机单晶缺陷及修复 

15:24-15:36 口头报告 鲁广昊 有机薄膜晶体管中的电荷、电压、电流分布 

15:36-15:48 口头报告 刘琳琳 基于光致电荷存储效应的高性能有机探测器 

15:48-16:20 茶歇 

主持人：  

16:20-16:40 邀请报告 张晓安 超级节能双稳态电子器件及潜在应用 

16:40-17:00 邀请报告 狄重安 多功能有机场效应晶体管：从生物传感到主动适应 

17:00-17:20 邀请报告 李立强 高稳定性有机场效应半导体材料与多功能器件 

17:20-17:32 口头报告 汪宏 高集成度有机单晶阵列的制备及其应用 

17:32-17:44 口头报告 史永强 N-型全受体聚合物在有机场效应晶体管中的应用 

18:00-19:00 晚饭 

 

2021.8.22 上午 分会场二：1 楼 9 号厅 

主持人：  

08:30-08:50 邀请报告 李寒莹 长程有序本体异质结及其光电器件 

08:50-09:10 邀请报告 汤庆鑫 
分子量调控性能优化高迁移率本征可拉伸共轭聚合物场效应

晶体管 

09:10-09:30 邀请报告 魏大程 高性能半导体光刻胶及全光刻有机电子学 

09:30-09:42 口头报告 张宇模 电诱导的可逆质子转移及其在智能光电材料中的应用 

09:54-10:20 茶歇 



全国第十二届有机固体电子过程暨华人有机光电功能材料学术讨论会 

分会场三日程表 

2021.8.20 下午 分会场三：2 楼音乐厅 

主持人：  

14:00-14:20 邀请报告 王悦 
基于前线分子轨道工程构建高效率高色纯度有机电致发光材

料 

14:20-14:40 邀请报告 王鹰 硫杂蒽酮衍生物及其在 OLED 的应用 

14:40-15:00 邀请报告 李倩倩 分子聚集态的调控及其光功能应用 

15:00-15:12 口头报告 叶常青 有机发光材料的弱光上转换性能研究与应用 

15:12-15:24 口头报告 卢志云 具有 TADF 性质的紫外光有机发光二极管材料的设计、合成 

15:24-15:36 口头报告 柳渊 Low driving voltage and stable organic light-emitting devices 

15:36-15:48 口头报告 任忠杰 卤化和共聚策略制备高效热延迟荧光聚合物发光二极管 

15:48-16:20 茶歇 

主持人：  

16:20-16:40 邀请报告 郑佑轩 手性发光材料和圆偏振电致发光器件 

16:40-17:00 邀请报告 朱峰 晶态薄膜有机发光二极管 

17:00-17:12 口头报告 龚少龙 高效热活化延迟荧光材料与器件 

17:12-17:24 口头报告 朱卫国 氮/硫型 MR-TADF 材料及其发光机理研究 

17:24-17:36 口头报告 闫永丽 有机平板激光显示 

17:36-17:48 口头报告 李猛 高效电致圆偏振发光材料的分子基础 

17:48-18:00 口头报告 吴宏伟 高效率发光体系的构建及其应用研究 

18:00-18:12 口头报告 陈润锋 有机长余辉材料的高性能设计与多功能应用 

18:12-19:00 晚饭 

 

2021.8.21 上午 分会场三：2 楼音乐厅 

主持人：  

08:30-08:50 邀请报告 杨楚罗 热活化延迟荧光材料的分子设计、合成和发光性能研究 

08:50-09:10 邀请报告 安众福 有机室温磷光材料：从聚集态到分子态发光 

09:10-09:30 邀请报告 袁明鉴 准二维钙钛矿电致发光器件 

09:30-09:42 口头报告 胡鉴勇 高效蓝色 OLED 材料及器件 

09:42-09:54 口头报告 路萍 具有杂化局域电荷转移激发态的高效率蓝光材料 

09:54-10:06 口头报告 林进义 高分子蓝光材料与发光器件 

10:06-10:30 茶歇 

主持人：  

10:30-10:50 邀请报告 李振 从单个分子到分子聚集态科学 

10:50-11:10 邀请报告 唐建新 钙钛矿发光二极管的协同界面调控 

11:10-11:30 邀请报告 赖文勇 柔性印刷电子材料与器件 

11:30-11:42 口头报告 李天一 二配位铜族金属热辅助延迟荧光配合物设计及发光机理研究 

11:42-11:54 口头报告 吴忠彬 垂直有机发光晶体管 

12:00-14:00 午饭 

2021.8.21 下午 分会场三：2 楼音乐厅 

主持人：  

14:00-14:20 邀请报告 田文晶 有机晶体的光电性能 

14:20-14:40 邀请报告 胡蓉蓉 单质硫的聚合制备聚噻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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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15:00 邀请报告 王明盛 光致变色半导体材料的设计合成 

15:00-15:12 特邀报告 汤倩珺 ACS 期刊介绍 

15:12-15:24 口头报告 张东东 基于热活化敏化发光的高效稳定蓝光 TADF 材料与器件 

15:24-15:36 口头报告 王雪东 有机晶体激光：从可见到近红外 

15:36-15:48 口头报告 许慧侠 

Multifunctional luminescent material based on quinoxaline and 

triphenylamine groups: polymorphism, mechanochromic 

luminescence, and applications in high-efficiency fluorescent 

OLED 

15:48-16:00 口头报告 骆群 大面积柔性有机太阳能电池的界面修饰 

16:00-16:20 茶歇 

主持人：  

16:20-16:40 邀请报告 苏仕健 高水平偶极取向有机发光材料及其高效率有机电致发光器件 

16:40-17:00 邀请报告 李久艳 有机 TADF 分子设计与性能调控 

17:00-17:12 口头报告 李洁 刺激响应发光启亮型有机荧光染料体系的构建及性质研究 

17:12-17:24 口头报告 张浩可 簇发光材料的空间共轭光物理机制 

17:24-17:36 口头报告 丁军桥 热活化延迟荧光高分子的 LOGO 构筑 

17:36-17:48 口头报告 马云 刺激响应型光功能材料用于信息记录与光学防伪 

17:48-18:00 口头报告 张玉建 高亮度近红外发光分子的设计及光物理过程研究 

18:00-19:00 晚饭 

 

2021.8.22 上午 分会场三：2 楼音乐厅 

主持人：  

08:30-08:50 邀请报告 赵强 响应型光功能金属配合物 

08:50-09:10 邀请报告 杨兵 高效率 π-π 堆积双分子发光及应用 

09:10-09:22 口头报告 陈建 光开关多态荧光聚合物体系与防伪加密应用 

09:22-09:34 口头报告 刘海超 噻吨酮的聚集结构调控与三线态发光性质研究 

09:34-09:46 口头报告 赵翠华 基于三芳基硼结构的有机小分子圆偏振发光材料 

09:46-09:58 口头报告 彭其明 低温下近乎完美工作的钙钛矿 LED 

09:58-10:10 口头报告 李成龙 窄谱带有机发光材料与器件 

10:10-10:30 茶歇 

主持人：  

10:30-10:50 邀请报告 李峰 有机自由基发光材料与器件 

10:50-11:10 邀请报告 赵祖金 聚集诱导延迟荧光材料与高性能 OLED 器件 

11:10-11:22 口头报告 薛善锋 有机蓝光分子的设计合成与器件研究 

11:22-11:34 口头报告 尹晓东 基于硼杂五、六元环衍生物的有机发光材料 

11:34-11:46 口头报告 何磊 离子型激基复合物体系及其发光性质研究 

11:46-11:58 口头报告 王子兴 高效率、长寿命红光材料及器件与产业应用 

12:00-14:00 午饭 



全国第十二届有机固体电子过程暨华人有机光电功能材料学术讨论会 

分会场四日程表 

2021.8.20 下午 分会场四：3 楼宴会厅 

主持人：  

14:00-14:20 邀请报告 占肖卫 稠环电子受体材料 

14:20-14:40 邀请报告 郑庆东 含梯形稠环有机光伏材料与器件 

14:40-15:00 邀请报告 朱晓张 可宏量制备的 N-型有机光伏材料 

15:00-15:12 特邀报告 施璐 
Advancing Big Ideas with Small Science—How to maximize 

your success! 

15:12-15:24 口头报告 张洪涛 铂基非富勒烯小分子受体材料 

15:24-15:36 口头报告 卜腊菊 
软等离子体刻蚀在有机光伏器件薄膜结构检测与性能提升方

面的应用 

15:36-15:48 口头报告 马云龙 无 sp3 碳桥梯形稠环受体的合成及其光伏性能研究 

15:48-16:20 茶歇 

主持人：  

16:20-16:40 邀请报告 陈永胜 基于 A-D-A 型高效寡聚物型有机太阳能电池材料及器件研究 

16:40-17:00 邀请报告 魏志祥 有机光伏体系的聚集态结构调控与大面积器件 

17:00-17:12 口头报告 周二军 高电压有机光伏电池的材料设计与机理研究 

17:12-17:24 口头报告 谭华 中带隙非富勒烯受体材料在三元有机太阳能电池器件应用 

17:24-17:36 口头报告 张渊 有机非富勒烯太阳能电池开路电压和填充因子损失研究 

17:36-17:48 口头报告 王金亮 基于稠合硒吩单元的给受体材料的合成及其光伏性能表征 

17:48-18:00 口头报告 杜晓艳 
Stability of organic solar cells: degradation mechanism and 

high-throughput screening 

18:00-19:00 晚饭 

 

2021.8.21 上午 分会场四：3 楼宴会厅 

主持人：  

08:30-08:50 邀请报告 陈红征 高性能三元有机太阳电池材料和器件的设计 

08:50-09:10 邀请报告 易院平 低驱动力有机光伏电池的高效电荷产生机理 

09:10-09:30 邀请报告 郝晓涛 有机光伏器件的多尺度激发态动力学 

09:30-09:42 口头报告 陈珊珊 有机光伏体异质结微纳结构调控 

09:42-09:54 口头报告 殷航 体异质结中的电荷渗透 

09:54-10:06 口头报告 杨曦 有机半导体技术产业化进程 

10:06-10:30 茶歇 

主持人：  

10:30-10:50 邀请报告 彭强 高效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给体材料研究 

10:50-11:10 邀请报告 何凤 氯取代有机太阳能电池材料体系 

11:10-11:30 邀请报告 林禹泽 低能带无序的有机光伏材料及高效器件 

11:30-11:42 口头报告 高珂 有机光伏中的高效窄带隙给体材料与多维尺度形貌 

11:42-11:54 口头报告 胡华伟 非富勒烯有机太阳能电池稳定性研究 

12:00-14:00 午饭 

2021.8.21 下午 分会场四：3 楼宴会厅 

主持人：  

14:00-14:20 邀请报告 侯剑辉 有机光伏材料与器件近期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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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4:40 邀请报告 李昌治 光伏半导体界面电荷输运 

14:40-15:00 邀请报告 孟磊 高效窄带隙有机光伏材料和叠层太阳能电池 

15:00-15:12 口头报告 周惠琼 有机太阳能电池的界面研究 

15:12-15:24 口头报告 甄红宇 
基于稠环芳烃电子給体单元的无掺杂 D-A 型空穴传输聚合物

的研究 

15:24-15:36 口头报告 陆仕荣 小分子材料设计、合成及光伏性能研究 

15:36-15:48 口头报告 张凯 通过抑制子电池载流子复合实现高效叠层有机太阳电池 

15:48-16:20 茶歇 

主持人：  

16:20-16:40 邀请报告 宋延林 纳米绿色印刷制造柔性光电器件 

16:40-17:00 邀请报告 谢志元 柔性印刷有机光伏电池及活性层聚集态结构调控 

17:00-17:20 邀请报告 李耀文 可印刷光伏材料与组件探索 

17:20-17:32 口头报告 马昌期 有机薄膜光伏电池界面衰减行为研究 

17:32-17:44 口头报告 段春晖 简单易合成的构建单元及其光伏共轭聚合物 

17:44-17:56 口头报告 程沛 基于功能性第三组分的有机太阳能电池 

18:00-19:00 晚饭 

 

2021.8.22 上午 分会场四：3 楼宴会厅 

主持人：  

08:30-08:50 邀请报告 薄志山  

08:50-09:10 邀请报告 孙艳明 稠环电子受体单晶结构调控和性能优化研究 

09:10-09:30 邀请报告 邹应萍 A-DA'D-A 型小分子受体光伏材料 

09:30-09:42 口头报告 李远 聚集诱导自由基 

09:42-09:54 口头报告 许博为 有机光伏电池中的电极界面层材料 

09:54-10:06 口头报告 孙会靓 高迁移率、窄带隙聚合物受体材料研发与全聚合物太阳能电池 

10:06-10:30 茶歇 

主持人： 

10:30-10:50 邀请报告 葛子义 高效率有机太阳能电池研究 

10:50-11:10 邀请报告 刘烽 高效率多尺度有机薄膜光伏电池 

11:10-11:22 口头报告 李枫红 有机-无机杂化物在有机太阳电池作为阴极界面材料研究 

11:22-11:34 口头报告 胡笑添 印刷制备柔性可穿戴光伏器件 

11:34-11:46 口头报告 丁自成 
具有优异热稳定性的高效小分子给体/高分子受体型有机太阳

能电池 

11:46-11:58 口头报告 阚志鹏 三元有机太阳能电池活性层形貌调控及光伏性能研究 

12:00-14:00 午饭 

 



全国第十二届有机固体电子过程暨华人有机光电功能材料学术讨论会 

分会场五日程表 

2021.8.20 下午 分会场五：3 楼芬兰厅 

主持人：  

14:00-14:20 邀请报告 王丹 石墨炔的位点选择性掺杂 

14:20-14:40 邀请报告 贾春阳 柔性石墨烯基触觉传感器 

14:40-15:00 邀请报告 刘辉彪 Chemical Modification of Graphdiyne 

15:00-15:12 口头报告 胡平安 二维压电电材料及其柔性器件 

15:12-15:24 口头报告 梁永晔 金属酞菁-碳纳米管复合电催化剂 

15:24-15:36 口头报告 杨扬 石墨烯基层间裂结技术及其用于构筑单分子异质结 

15:36-15:48 口头报告 麦亦勇 结构精确石墨烯纳米带的液相合成与自组装 

15:48-16:20 茶歇 

主持人：  

16:20-16:40 邀请报告 于贵 石墨烯的 CVD 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16:40-17:00 邀请报告 杜世萱 本征蜂窝状氢化石墨烯及其自旋极化边界态 

17:00-17:12 口头报告 陈建毅 二维共价金属有机框架材料制备研究 

17:12-17:24 口头报告 耿德超 二维材料的规则刻蚀行为 

17:24-17:36 口头报告 周鼎 
无聚集诱导荧光猝灭碳纳米点的制备及其在白光照明中的应

用 

17:36-17:48 口头报告 薛启帆 非甲胺基钙钛矿太阳电池研究 

18:00-19:00 晚饭 

 

2021.8.21 上午 分会场五：3 楼芬兰厅 

主持人：  

08:30-08:50 邀请报告 黄长水 新型碳材料的设计和电化学储能性质 

08:50-09:10 邀请报告 郑健 二维过渡金属硫化物的自组装 

09:10-09:30 邀请报告 徐加良 石墨炔的光学基础与器件 

09:30-09:42 口头报告 李祥龙 碳硅储能杂化材料 

09:42-09:54 口头报告 王睿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缺陷态研究 

09:54-10:06 口头报告 赵奎 钙钛矿半导体结晶调控 

10:06-10:30 茶歇 

主持人：  

10:30-10:50 邀请报告 陈义旺 柔性钙钛矿太阳电池集成设计与印刷工艺 

10:50-11:10 邀请报告 吴朝新 碱金属氟化物在钙钛矿光电器件中的作用机制与应用 

11:10-11:30 邀请报告 薛晶晶 Reconstructing the surface of photovoltaic perovskites 

11:30-11:42 口头报告 魏浩桐 钙钛矿光电探测材料设计及低剂量成像 

11:42-11:54 口头报告 刘永胜 高效低维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12:00-14:00 午饭 

2021.8.21 下午 分会场五：3 楼芬兰厅 

主持人：  

14:00-14:20 邀请报告 邹德春 钙钛矿材料的固相合成 

14:20-14:40 邀请报告 左立见 高性能钙钛矿光伏器件表/界面化学环境调控 

14:40-15:00 邀请报告 陈永华 离子液体钙钛矿光伏电池 

15:00-15:12 口头报告 吴永真 钙钛矿太阳电池空穴传输材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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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15:24 口头报告 龙官奎 手性钙钛矿的研究进展与挑战 

15:24-15:36 口头报告 王漾 钙钛矿电池中低成本环保型界面传输材料的合理设计 

15:36-15:48 口头报告 郭鑫 有机半导体在钙钛矿光伏中的应用 

15:48-16:20 茶歇 

主持人：  

16:20-16:40 邀请报告 董庆锋 钙钛矿晶体中的离子缺陷调控 

16:40-16:52 特邀报告 张雪梅 《中国科学:化学》概况 

16:52-17:04 口头报告 袁建宇 有机-钙钛矿纳米晶杂化太阳电池 

18:00-19:00 晚饭 

 

 



全国第十二届有机固体电子过程暨华人有机光电功能材料学术讨论会 

分会场六日程表 

2021.8.20 下午 分会场六：3 楼丹麦厅 

主持人：  

14:00-14:20 邀请报告 赵永生 有机微纳激光材料与器件 

14:20-14:40 邀请报告 王朝 基于超分子能量耗散体系的电活性弹性体 

14:40-15:00 邀请报告 吴长锋 有机半导体及生物成像应用 

15:00-15:20 邀请报告 吴雨辰 大面积有机微单晶图案化制备 

15:20-15:32 口头报告 郭志前 序列响应型近红外荧光染料设计及应用性能研究 

15:32-15:44 口头报告 邢成芬 刺激响应高分子对蛋白功能的调控 

15:44-16:20 茶歇 

主持人：  

16:20-16:40 邀请报告 朱为宏 荧光探针设计策略: 双亲性与荧光反转 

16:40-17:00 邀请报告 马东阁 全有机磁电导调制器 

17:00-17:20 邀请报告 张凤娇 有机半导体分子组装调控与传感应用研究 

17:20-17:32 口头报告 田雷蕾 DNA 纳米技术在有机发光材料生物传感及成像中的应用 

17:32-17:44 口头报告 朱博文 
基于溶液法制备的无机/有机半导体异质结的柔性近红外光电

晶体管 

17:44-17:56 口头报告 王刚 半导体纤维及人机交互应用 

18:00-19:00 晚饭 

 

2021.8.21 上午 分会场六：3 楼丹麦厅 

主持人：  

08:30-08:50 邀请报告 秦安军 聚集诱导发光聚合物在传感和生物等领域的应用 

08:50-09:10 邀请报告 王树涛 仿生多尺度粘附界面材料 

09:10-09:30 邀请报告 徐斌 聚集态结构的动态调控 

09:30-09:42 口头报告 乔雅丽 气泡辅助功能材料高精度图案化 

09:42-09:54 口头报告 龙晓静 有机电催化剂的含氧基团调控与催化活性关系 

09:54-10:06 口头报告 王冰 光活性嵌膜共轭寡聚电解质的功能调控及其抗菌应用研究 

10:06-10:30 茶歇 

主持人：  

10:30-11:50 邀请报告 郭雪峰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Single-Molecule Sciences 

10:50-11:10 邀请报告 范曲立 
近红外二区激光激活的有机共轭聚合物光诊疗体系的设计开

发及抗肿瘤应用 

11:10-11:30 邀请报告 朱春雷 超支化聚电解质：多组分聚合及光动力生物图案化 

11:30-11:42 口头报告 秦伟 有机手性铁磁晶体的设计与自旋极化性能 

11:42-11:54 口头报告 叶德楷 基于有机晶体管的超灵敏 DNA 损伤传感器 

12:00-14:00 午饭 

2021.8.21 下午 分会场六：3 楼丹麦厅 

主持人：  

14:00-14:20 邀请报告 曲大辉 功能轮烷分子机器的组装与调控 

14:20-14:40 邀请报告 闻利平 仿生微纳孔膜材料的设计与应用 

14:40-15:00 邀请报告 洪文晶 单分子电化学晶体管和传感器 

15:00-15:20 邀请报告 冯福德 活细胞中的有机染料分子原位合成及光动力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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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15:32 口头报告 张闯 有机体系激发态磁场调控与磁场效应 

15:32-15:44 口头报告 刘春晨 稠环受体分子型近红外二区荧光染料的开发及成像应用 

15:44-15:56 口头报告 黄一鸣 生物体系介导的光引发自由基聚合 

15:56-16:20 茶歇 

主持人：  

16:20-16:40 邀请报告 崔光磊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材料体系设计与大面积制备 

16:40-17:00 邀请报告 顾星桂 双自由基特征的有机小分子光热材料及其应用探索 

17:00-17:20 邀请报告 姜翔宇 基于浸润性原理的一维有机传感器件 

17:20-17:32 口头报告 孙宽 连续液相聚合法原位沉积导电高分子薄膜及其应用 

17:32-17:44 口头报告 邹祺 基于 sp 杂化态的一维碳炔材料的单分子尺度研究 

17:44-17:56 口头报告 胡方 AIE 光敏剂对细菌的荧光标记和光动力杀伤 

18:00-19:00 晚饭 

 

2021.8.22 上午 分会场六：3 楼丹麦厅 

主持人：  

08:30-08:50 邀请报告 秦川江 准二维钙钛矿发光机理及高性能器件 

08:50-09:10 邀请报告 孙向南 分子自旋电子学探索 

09:10-09:30 邀请报告 蔡政旭 微掺杂法构筑有机室温磷光材料 

09:30-09:42 口头报告 王晓瑜 高分子荧光功能复合材料的设计制备及其生物应用 

09:42-09:54 口头报告 张潜翀 共轭有机分子器件中的量子干涉效应 

09:54-10:06 口头报告 孙继斌 电子给-受体型有机共轭分子/聚合物非线性光学材料 

10:06-10:30 茶歇 

主持人： 

10:30-10:50 邀请报告 李洪祥 硼氮化合物的单分子电导 

10:50-11:10 邀请报告 吕凤婷 共轭聚合物/生物杂化体系的构建及生物能源应用 

11:10-11:22 口头报告 孟靖昕 受生物启发的抗粘附界面材料 

11:22-11:34 口头报告 张培盛 双级靶向荧光聚合物纳米探针体系与生物成像应用 

11:34-11:46 口头报告 党东锋 高亮度聚集诱导发光材料的分子构筑及其超高分辨成像应用 

11:46-11:58 口头报告 武文博 高效共轭聚合物光敏剂的开发及其生物医学应用 

12:00-14:00 午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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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报安排 

2021.08.21 3 楼宴会厅外侧 

序号 姓名 摘要题目 

A-P-001 李其兆 光化学 

A-P-002 李旭萍 基于热活化延迟荧光的双发射材料 

A-P-003 胡云宾 X 型双螺烯的设计合成及手性光学性质 

A-P-004 傅杨 单溴代苯并芴酮的设计、合成及光物理性能探究 

A-P-005 周来运 六锯齿状边缘 Aza-Ovalene 合成与性能研究 

A-P-006 朱小玉 基于有机硼单元的 n 型齐聚物 

A-P-007 许晋 超高分子量含汞有机金属共轭高分子 

A-P-008 邵兴鑫 面向共轭高分子的硼氮配位键新单元 

A-P-009 段泰男 新型全稠环有机电子受体材料的设计与合成 

A-P-010 肖勋文 基于 TTF 衍生物的 STM 研究 

A-P-011 刘旭光 硼氮杂共轭分子的合成及性质研究 

A-P-012 韩亮 精确控制的聚合物二维自组装材料实现可调隧穿效应进行压力传感检测 

A-P-013 文树光 烷硫取代对苯并二噻唑基聚合物光伏性能的作用 

A-P-014 朱月杰 新型 HTM 在有机光伏领域中的探索 

A-P-015 栗军力 基于 TTF 类衍生物的定向氢键纯有机框架 

A-P-016 杨玉莹 有机铁磁晶体中的强自旋-光子相互作用 

A-P-017 谢孝文 可构建高效稳定生物电子界面的 PEDOTs 材料 

A-P-018 赵科翔 
B2N2-Embedded Perylene Diimides as Unipolar n-Type Organic 

Semiconductors 

A-P-019 叶守暖 
氯代末端和支化烷基侧链协同优化以喹喔啉为核心的简单结构非富勒烯受

体的光伏性能 

A-P-020 王成 钯催化偶联/空气氧化高效合成茚满二酮封端的醌式化合物 

A-P-021 冯奎 氰基化 n 型高分子的构筑及性能研究 

A-P-022 刘丙永 共振辅助氢键在噻唑类有机半导体材料设计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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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023 宁海军 光电转化效率超过 17%的新型聚合物给体材料 

   

B-P-001 赵晓丽 Blurred Electrode for Low Contact Resistance in Coplanar Organic Transistors 

B-P-002 黄忆男 利用势垒工程有效调控有机半导体的热激活电荷输运 

B-P-003 罗李星 通过共晶工程制备具有从紫外到近红外大范围响应的光电晶体管 

B-P-004 黄婉宁 
Synthesis, structure, and charge transport properties of a novel donor-acceptor 

complex of coronene and DTTCNQ 

B-P-005 付倍倍 
自下而上构筑基于聚合栅介质制备大面积一维微米线阵列及其柔性场效应

晶体管器件的应用研究 

B-P-006 张蔚然 单像素点内三原色电致荧光变色器件 

B-P-007 王宇洋 可实现多色透明显示的电致变色显示技术 

B-P-008 曹旭 在基于 BNBP 的共轭高分子骨架中引入氰基构建 n–型有机场效应晶体管 

B-P-009 李舒豫 大共轭体系共晶的组装以及场效应性能研究 

B-P-010 李琬卉 硼氮杂蒽衍生物的合成与光电性质研究 

B-P-011 秦正生 高效有机发光晶体管器件研究 

B-P-012 纵朝阳 
Stable Dibenzoheptazethrene Isomers: Design, Synthesis, and Applications in 

OFETs 

B-P-013 陈政 双功能表面活性剂提升二维有机半导体晶体场效应晶体管性能 

B-P-014 郭淑婧 基于有机晶体管中半导体/电极界面压阻效应的高性能压力传感器 

B-P-015 杨书院 
Ultra-thin two-dimensional molecular crystals grown on a liquid surface for 

high-performance phototransistors 

B-P-016 田馨孜 基于少层二维有机单晶异质结的高性能光电晶体管 

B-P-017 姚佳荣 Crystal engineering: from molecular design to practical applications 

B-P-018 王中武 有机晶体管的失稳驱动力——界面应力 

B-P-019 闵阳 硼氮配位键 n-型稠环芳烃 

B-P-020 潘玉钗 混合型烷基侧链对 D-A 型共轭聚合物微结构的调控 

B-P-021 刘单 高迁移率发光及激光半导体材料的设计合成与性能研究 

B-P-022 贺紫晗 
An Actively Photoadaptive Organic Transistor with Two Complementary 

Bulk-Heteroj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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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023 丁丽 共轭聚合物溶液聚集行为的动力学和热力学过程 

B-P-024 邓剑 高质量有机单晶生长及其高效率场效应发光晶体管 

B-P-025 刘冬乐 可拉伸聚合物成膜动力学调控 

B-P-026 王晶 有机共晶及其核壳异质结构光波导特性研究 

   

C-P-001 何自开 有机固体发光体的光物理过程探究 

C-P-002 尹百鹏 
Magnetically Controlled Assembly of Dielectric Microspheres towards Photonic 

Molecules 

C-P-003 杜宝云 含桥联有机硼受体的空间电荷转移蓝光 OLED 树枝材料 

C-P-004 王鑫 稠环二氟化硼络合物荧光材料的设计合成与性能研究 

C-P-005 李强 聚降冰片烯空间电荷转移高分子荧光材料 

C-P-006 舒海洋 具有溶液室温磷光的四醛基四苯基甲烷的设计合成与发光行为研究 

C-P-007 刘洋 基于三聚吲哚的红光热活化延迟荧光材料的合成与性能研究 

C-P-008 冯翊 
Synthesis, Crystal Structures and Photophysical Properties of Triply  N─B←

N-Doped Windmill-Shaped Molecules 

C-P-009 陈亮 
树枝型界面激基复合物主体实现溶液加工型 TADF-OLED 器件功率效率接

近 100 lm W-1 

C-P-010 兰伟 
Synthesis and properties of naphthalene-oxacalix[m]arene and hosts for 

fullerene C60 

C-P-011 赵帅强 纯有机红色室温磷光小分子的构筑与氧气传感应用 

C-P-012 张跃发 
Touch-sensitive yellow organic mechanophosphorescence and the versatile 

strategy for white organic mechanoluminescence 

C-P-013 刘若云 含芴多面体低聚倍半硅氧烷改性超支化聚合物在白光发光二极管中的应用 

C-P-014 夏衍 基于二苯基砜/吖啶的蓝光 TADF 材料在 OLED 器件中的多功能应用 

C-P-015 李继坤 手性纳米石墨烯分子的合成及性质研究 

C-P-016 武钰铃 
基于芘的超支化多孔聚合物掺杂红色磷光基团在高效白色聚合物发光二极

管中的应用 

C-P-017 杨志强 基于纯有机单分子室温磷光的光谱型比率式氧气传感材料与器件 

C-P-018 高颖 
Performance Exploration of D-A Red-Light Materials for Acceptor Introduced 

by Cyano-group 

C-P-019 王诗音 分子间吖啶二聚体的构筑及其刺激响应发光转换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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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020 陈凡 硼/硫多重共振结构的窄谱带蓝光高分子荧光材料 

C-P-021 

阿力

木·阿卜

杜热合

曼 

高效有机发光自由基及其应用 

C-P-022 田栩舟 具有稳定的杂化局域电荷转移激发态的 D-π-A 结构材料 

C-P-023 张帆 含环对苯撑骨架的氮杂绿色荧光芳香带 

C-P-024 赵文龙 手性热激活延迟荧光大环的设计合成及其应用 

C-P-025 张大伟 基于[2.2]环蕃的 D-π*-A 型平面手性热激活延迟荧光材料的合成及应用 

C-P-026 滕金铭 手性 TADF 聚合物的设计合成与应用 

C-P-027 万世鹏 基于芳酰亚胺骨架的手性 TADF 分子材料 

C-P-028 王银凤 基于三蝶烯骨架的高效手性 TADF 小分子和聚合物 

C-P-029 张东东 基于热活化敏化发光的高效稳定蓝光 TADF 材料与器件 

C-P-030 张翔宇 强 π-π 相互作用诱导聚集体 TADF 及双响应可逆荧光开关 

C-P-031 余韵 
Achieving enhanced ML or RTP performance: alkyl substituent effect on the 

fine-tuning of molecular packing 

C-P-032 王璨 
Heartbeat-Sensing Mechanoluminescent Device Based on a Quantit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ssure and Emissive Intensity 

C-P-033 张拨 光交联高分子空穴传输层在高性能量子点发光二极管中的应用 

C-P-034 周华艺 
High-efficiency, Non-doped, Pure-Blue Fluorescent OLEDs via Molecular 

Tuning Regulation of Hot Exciton Excited States 

C-P-035 阳生熠 基于杂螺稀骨架的窄发射蓝光圆偏振热致延迟荧光分子的合成与应用 

C-P-036 孙米珍 
Highly efficient non-doped blue fluorescent OLEDs with low efficiency roll-off 

based on hybridized local and charge transfer excited state emitters 

C-P-037 汤宁宁 
Solid State Luminescence Enhancement of Strong π-π Interaction Systems: 

Conversion of LE and CT States 

C-P-038 杨小琴 高效双核铂配合物近红外电致发光材料 

C-P-039 周家东 苝酰亚胺二联体晶体中的 H/J 聚集及其光物理特性 

C-P-040 王青阳 
基于圆偏振多重共振效应的热活化延迟荧光对映体构筑高效率绿光电致发

光器件 

C-P-041 段亚磊 
Rational design of anthracene-based materials for efficient deep blue fluorescent 

OLEDs with CIEy < 0.06 and external quantum efficiency approaching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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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042 王子兴 基于激基复合物的高效深蓝光材料与器件 

C-P-043 叶希韵 窄发射有机红光材料 

C-P-044 邓立松 基于苯并噻嗪吩噻嗪氧化物（BTPO）窄发射荧光材料的设计合成 

C-P-045 鲁雪莹 基于分子设计和器件优化构筑高色纯度高效率绿光电致发光 

C-P-046 王亚雄 
A periphery cladding strategy of multi-resonance TADF emitter used for 

high-efficiency deep-blue OLEDs 

C-P-047 许培 具有热激子特性的高效率蓝光材料 

C-P-048 蔡昕良 

Highly Efficient Electroluminescent Materials with High Color Purity Based on 

Attaching Strong Acceptor onto B-N-Containing Multiple Resonance 

Framework 

C-P-049 张昊 仿生荧光分子在阳光下实现超亮蓝色发光 

C-P-050 杨桐 通过异构体策略构建具有热活化延迟荧光的高效红光 OLED 

C-P-051 崔园园 具有高外量子效率和低效率滚降的橙红/红光热活化延迟荧光器件 

C-P-052 王嘉璇 
Pure Organic Phosphor Sensitization Based Highly Efficient Electrofluorescence 

Material 

C-P-053 谢宁 

Reversible Crystal-to-Crystal Phase Transitions with High-Contrast 

Luminescent Alterations for a Thermally Activated Delayed Fluorescence 

Emitter 

C-P-054 袁文博 
Molecular Configuration Fixation with C-H···F Hydrogen Bonding for 

Thermally Activated Delayed Fluorescence Acceleration 

C-P-055 许银才 

Constructing Charge-Transfer Excited States Based on Frontier Molecular 

Orbital Engineering: Narrowband Green Electroluminescence with High Color 

Purity and Efficiency 

   

D-P-001 杨灿 

Synergistic Strategy of Manipulating the Number of Selenophene Units and 

Dissymmetric Central Core of Small Molecular Acceptors Enables Polymer 

Solar Cells with 17.5% Efficiency 

D-P-002 王统 以烷氧基噻吩为 π 桥的窄带隙星型稠环电子受体及其光伏性能 

D-P-003 闫翎鹏 氧化锌/碳基核壳结构量子点的构建及其在有机太阳能电池的应用 

D-P-004 巨世杰 用于全聚合物太阳能电池的规整窄带隙非富勒烯受体 

D-P-005 
Usman 

Ali 
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odes (OLEDs): From Challenges to Improvements 

D-P-006 窦菲 
Probing molecule packing, electronic structure, and energy transfer in 

polymer:polymer blend, effect of molecular we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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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007 邱静 表面活性剂包覆多金属氧簇复合物作阴极界面层在有机太阳电池中的应用 

D-P-008 张杰 基于十二元稠环核高效非富勒烯小分子受体材料 

D-P-009 于英健 基于三芳基硼的 p-π*共轭小分子受体应用于有机太阳能电池 

D-P-010 高鱼越 高荧光量子效率高分子受体 

D-P-011 王颖慧 含 B←N 单元的高分子受体在全高分子太阳能电池中实现 14%器件性能 

D-P-012 孙道通 烷基侧链长度对苯并噻二唑类小分子受体光伏性能的影响 

D-P-013 汤浩 基于透明宽带隙透明给体的高透过率半透明有机太阳能电池 

D-P-014 陈令成 苝酰亚胺类电子受体材料及器件性能 

D-P-015 张英泽 全高分子室内光伏模组 

D-P-016 王振国 
凹版印刷制备银纳米线电极和 ZnO 复合薄膜及其在有机太阳能电池中的应

用 

D-P-017 张佳滨 效率超过 14%的非卤试剂加工的全聚合物太阳能电池 

D-P-018 景建华 简化加工步骤的原位自主装阳极界面提升能量转换效率至 17.8% 

D-P-019 姬敬敬 
Developing A Novel Polymer Acceptor to Reconcile Between Miscibility and 

Crystallinity Yielding >15% Efficient All-Polymer Solar Cells 

D-P-020 陈琳 非富勒烯受体中溴和甲基的端基修饰:异构效应 

D-P-021 查吴送 
Controllable synthesis and n-doping of HMoOx nanoparticle inks through 

simple photoreduction for solution-processed organic photovoltaics 

D-P-022 房进 非富勒烯有机太阳能电池非晶共混相组分的研究 

D-P-023 丁长增 N-i-p 型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工作稳定性测试中破坏性失效及抑制方法研究 

D-P-024 李泽睿 多巯基化合物 ZnO 界面修饰提升非富勒烯太阳能电池光照稳定性 

D-P-025 龙昊 基于苝酰亚胺的 D-n-A 型分子的设计合成及长寿命光致电荷分离态的研究 

D-P-026 赖雪 在空气中制备光电转换效率超 20％的高性能准 2D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D-P-027 葛从伍 二噻吩并䓛二酰亚胺类有机半导体材料的设计合成与光电功能研究 

D-P-028 高旭宇 三元共聚物有机光伏材料及器件 

D-P-029 韩广超 端基 π-π 排列减小单/三线态能级差—通往高效有机光伏之路 

D-P-030 郑文玉 通过 A-D-A 小分子受体的末端基团调控分子取向的有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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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031 张子龙 钙钛矿电池中高迁移率聚合物空穴传输材料的合理设计 

D-P-032 吴菲 调节界面化学相互作用制备 PEDOT:PSS 基高效率钙钛矿电池 

D-P-033 陆鑫 基于自裂模板法制备金属网格透明电极 

D-P-034 解国敬 Crystal Structures of Non-Fullerene Acceptor Molecules and Exciton Migration 

D-P-035 胡志诚 新型水醇溶聚合物光电材料及其应用 

D-P-036 孙延娜 高性能柔性有机太阳能电池:材料与器件 

D-P-037 沈万姗 基于纳米晶表面配体控制的高效钙钛矿发光二极管 

D-P-038 张庆磊 具有光开关特性的电子传输层制备高探测率钙钛矿光探测器件 

D-P-039 郑佳鑫 诱导结晶溶胶-凝胶氧化锌应用于高效非富勒烯聚合物太阳能电池 

D-P-040 刘洋 直接芳基化缩聚 P3HT 实现非富勒烯有机太阳能电池效率新纪录 

D-P-041 王桐 
应用绝缘聚合物稀释策略实现填充因子超过 67%的一微米厚室内有机光伏

电池 

D-P-042 梁紫琦 
以窄带隙且高 HOMO 能级非富勒烯受体构筑光响应至 1000 nm的 P3HT 基

有机太阳能电池 

D-P-043 陈建平 全溶液涂覆制备高效率柔性非富勒烯有机太阳能电池 

D-P-044 王嘉宇 有机太阳能电池稠环电子受体的聚集动力学调控 

D-P-045 田起生 基于三线态激子调控的高效有机磷光发光二极管 

D-P-046 贾博宇 单边延展稠环电子受体中的异构效应 

D-P-047 孙祥浪 高效非掺杂吡啶类聚合物空穴传输材料 

D-P-048 王锴 采用固体添加剂 EPPDI 提高基于 N2200 全聚合物太阳电池性能 

D-P-049 杨霞 
Low-temperature Interfacial Engineering for Flexible CsPbI2Br Perovskite Solar 

Cells with High Performance Beyond 15% 

D-P-050 张康宁 通过调控光物理行为揭示非富勒烯受体聚集动力学机制 

D-P-051 董馨韵 正交溶剂的液-液接触实现有机半导体的有效掺杂 

D-P-052 谢聪 马兰戈尼力辅助导电聚合物纳米薄膜及光电器件涂布制备 

D-P-053 孟祥悦 锡基钙钛矿结晶成膜机理及其光伏性能研究 

D-P-054 李亨 
Transformation from Rod-Like to Diamond Micelles by Thermally Induced 

Nucleation Self-Assem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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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001 黄聪聪 碳电极用于改善有机晶体管中的电荷注入 

E-P-002 张效洁 巯基功能化交联碳纳米管骨架的制备及其在锂硫电池中的应用 

   

F-P-001 曾艳 
Impact of Doping Mechanism on the Electron Mobility for Solution Processed 

n-Doped Organic Thermoelectric Materials 

F-P-002 王晶 P 型化学掺杂供体-受体热电共聚物产生高双极性电导率 

F-P-003 柴昊宇 聚合物热电材料结构设计以及其热电性能优化 

F-P-004 王怡珊 
First-principles investigation of organic charge transfer salts 

(5-CNB-EDT-TTF)4I3 for thermoelectric applications 

F-P-005 丁嘉敏 基于 DPP 类聚合物的高性能 P 型有机热电材料 

F-P-006 王东洋 
Orientation-Induced Host-Dopant Interactions for  Efficient Charge Transport 

in Conducting Polymers 

F-P-007 余子迪 具有高热可及化位点密度的共轭聚合物 

F-P-008 熊苗 通过控制溶液中聚合物聚集体行为实现高效的 n-型掺杂 

   

G-P-001 张迪 强自旋耦合的碳中心多自由基分子的设计合成与性质表征 

G-P-002 陈磊 
Efficiently and Selectively 561 nm Laser-excitable Near-IR Semiconducting 

Polymer Dot with Narrow-band Absorption and Emission Features 

G-P-003 王朝龙 苝酰亚胺-咔唑五分体的光转换性能调控及机制研究 

G-P-004 丁南南 苝单酰亚胺双碳硼烷衍生物合成与传感应用 

G-P-005 丛雨洁 金纳米簇复合材料的设计制备及其生物应用 

G-P-006 聂韩秋 Electric field–catalyzed single-molecule Diels-Alder reaction dynamics 

G-P-007 尹冰 
Unravelling Structural Dynamics within a Photoswitchable Single Peptide: A 

Step Towards Multimodal Bioinspired Nanodevices 

G-P-008 郭洁 有机催化的单分子电子谱学 

G-P-009 职丹凤 基于有机场效应晶体管的柔性乳酸传感器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G-P-010 马晓颖 基于有机场效应晶体管的丙酮传感器的构建及其性能研究 

G-P-011 姜紫灵 大面积柔性有机电化学晶体管葡萄糖传感器的制备与性能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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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012 苗芳 偶氮苯踏板运动对双自由基自旋分布的影响 

G-P-013 胡蓉 细胞内聚合反应的构建 

G-P-014 张志琳 PEDOT:PSS 基导电水凝胶可拉伸应变传感器 

G-P-015 高冬 水溶性共轭光敏剂的聚集行为调控制备高效仿生抗菌水凝胶 

G-P-016 张聪 基于有机单晶制备的亚飞焦能耗的可贴合突触晶体管 

G-P-017 时连鑫 自泵（self-pumping）功能织物用于促伤口愈合和体表热管理 

G-P-018 李栋 基于异靛蓝类聚合物自旋阀器件的研究 

G-P-019 陈志艳 通过调控电-声子耦合来阻止有机电荷转移复合物中的电荷复合 

G-P-020 施超 硼/氮嵌入铱、铂配合物光功能材料的分子设计、合成及性能研究 

G-P-021 王瑞 具有不同锚定位点硼氮化合物的单分子电导研究 

G-P-022 李云鹏 基于新型噻唑锚定基团的量子电导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