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德、美、英、日 

五国化学会白皮书 

 

 

有机电子创造美好明天： 

创新性,便捷性,持续性 

 
 

 

 

 

 

 

 

 

 

 

 

 

第四届化学科学与社会高峰论坛（CS3） 

美国旧金山 

中国化学会译 

2012 年 9 月 

 
  



 

 
 

会议代表合影 
 
 
 
 
 
 
 
 
 
 
 
 
 
 
 
 
 

 
 
 

 



 
目录 

 
关于化学科学与社会高峰论坛 (CS3) ............................................................................................ 1 

前言:2012 年 CS3 主席致辞 ................................................................................................................ 2 

执行摘要 ..................................................................................................................................................... 3 

第一章 介绍 .............................................................................................................................................. 6 

第二章 有机电子的状……………………………………………………………………………………….…9 

第三章 有机电子的未来展望 ........................................................................................................ .13 

第四章 未来的研究途径 .................................................................................................................. .20 

第五章 结论 .......................................................................................................................................... .25 

参考文献 ................................................................................................................................................. .26 

2012 年 CS3 与会者名单 ............................................................................................................. …..28 

往届回顾…..…..…..…..…..…..…..…..…..…..…..…..…..…..…..…..…..…..…..…..…..…..…..…..…..…. .…..…..…..…. …  30 
 
 
 
 
 
 
 
 
 
 
 
 
 
 
 
 
 
 
 
 
 
 
 
 
 
 
 
 
 
 



1 
 

关于化学科学与社会高峰论坛（CS3） 

每年的化学科学与社会高峰论坛（CS3）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最优秀的从事化学

研究的科学家，他们针对当前社会最迫切的需求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案，这些需求包

括健康、食品、能源和环境等。这个独特的 CS3研讨会采用一种创新的模式，CS3

聚焦国际科学发展方向，所有参与国每年轮流举办。 

《有机电子创造美好明天：创新性，便捷性，持续性》总结了 2012年第四届

CS3高峰论坛的成果，本届论坛主要专注于有机电子的研究和发展。来自中国、德

国、日本、美国和英国的 30位顶级化学家和其他科学家聚集在旧金山，探讨并发掘

有机电子领域中科学和技术研究上的主要挑战，提出推进有机电子发展的有效途径，

以满足社会需求。本白皮书介绍了有机材料在电子设备中如何应用，有机材料为积

极创造一个更具创新性，便捷的和可持续的国际电子世界做出贡献。 

CS3 由中国化学会（CCS）、德国化学会（GDCh）、日本化学会（CSJ）、英国

皇家化学学会（RSC）和美国化学会（ACS）共同合作发起。一年一度的高峰论坛由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德国研究基金会（DFG），日本学术振兴会

（JSPS），英国工程和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EPSRC）和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NSF）

提供资金支持。 

本白皮书由美国科普作家莱斯利·普瑞（Leslie Pray）博士在美国化学会所提

供的咨询下撰写完成，并经 CS3学术委员会审阅。中文版由中国化学会办公室王亚

茹博士翻译，中国化学会副秘书长、清华大学帅志刚教授校对并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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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2012 年 CS3 主席致函 

我们生活在一个电子世界。经济、健康和国家安全都离不开电子技术，并被其

积极的影响着。然而，用于制造电子设备的资源和方法面临着一些紧迫问题，如电

子设备的生产、使用和处理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等。使用有机材料打造电子设备可能

会提供一个更环保、更经济的方式来发展我们的电子世界。此外，有人指出，更重

要的是有机小分子、聚合物和其他材料具备的独特的电子结构性能是硅不能比拟的，

为创造电子设备的新功能提供无尽的潜能。 

然而，有机电子领域相对于市场上的其他设备正处于起步阶段。实现把有机电

子作为一个更具创新、便捷和可持续的方法来发展我们的电子世界还需要克服重点

研究的挑战。 

来自中国、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的从事有机电子研究的化学家、物理学家

和工程师代表于2012年9月聚集在旧金山，讨论有机电子未来发展的愿景，并为推进

有机电子领域的发展提供研究建议，最大限度地发挥有机电子对社会的潜在的积极

影响。 

我们希望我们的研究建议获得全世界的科学政策制定者，不只是化学领域的，

也包括其他科学和工程学科范围内的科学政策制定者的广泛认可和尊重，这将影响

有机电子的研发工作。虽然化学家在合成和转化这些成为有机电子的基础有机材料

中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对未来的憧憬也无法离开来自全球各地学

术界和工业界的物理学家和其他科学家工程师的合作。 

 

中国代表团主席    德国代表团主席    日本代表团主席 

张希              彼得·鲍尔勒      相田卓三 

 

美国代表团主席    英国代表团主席 

切丽·卡根        彼得·斯科巴拉 

 

 



 

执行摘要 

化学家、物理学家和其他科学家工程师合成和手工打造了丰富的新型有机材料，

这将改变社会与技术的关系。这些新材料创造了新的属性，与硅的属性是不一样的，

到目前为止，这些新的属性以难以想象的方式扩大着电子的世界。《有机电子创造

更美好的明天：创新性，便捷性，持续性》检视了现在有机电子在哪些领域和化学

家们设想该领域前进的方向在哪，以及为了实现这一愿景，必须要克服科学和工程

的挑战是什么？ 

目前，消费者正在使用有机电子器件，如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显示器内

置的智能手机，但是消费者往往不知道手中电子技术的有机性质是什么。基于 OLED

的智能手机三星 Galaxy 系列占据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主要份额。 

有机电子潜在的未来应用是巨大的，无限的。有机材料正在被研究和开发构建

具有灵活性、伸缩性和柔软性（“软电子”）设备的潜力，这些潜力是硅或其他任

何无机材料无法实现的-即电子设备材料可弯曲，扭曲，并和任何表面曲线相符合。

设想智能手机可像一张地图一样折叠。用有机材料制成的设备也有与生物系统相互

作用的潜能，这是无机材料不可能实现的。设想触觉灵敏的人造皮肤近似真实的皮

肤，可以用来治疗烧伤或功能添加到假肢上。有机电子产品的潜在应用涵盖广泛的

领域，包括医学和生物医学研究、环境健康、信息和通信、以及国家安全。 

因为基于有机电子设备，可实现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吞吐量制造。与现在的以

硅为基础的设备相比，有机电子也承诺在世界资源有限或者基础设施匮乏的地区扩

大电子技术的使用。目前，有机太阳能电池被安装在非洲村庄的屋顶上，但是缺乏

上网电价标准，无法为农村人口提供一个更安全，更便宜的可替代煤油的资源。 

有机材料不仅承诺可提供更具创新性和更便捷的电子技术，同时也承诺制造更

可持续的电子技术。有机电子的更可持续性潜力可跨越电子业的整个生命周期，以

可合成材料而不是从地球上开采的材料为起始，最终以潜在的可生物降解或可回收

设备结束生命周期。有机电子不只是设备本身比以硅为基础的电子产品更环保，而

且他们的生产也会比以硅为基础的电子产品更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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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机电子研究和发展的主要焦点是三种主要类型的现存应用程序：显示

和照明器、晶体管、以及太阳能电池。对未来的憧憬，是要超越这些已有的应用和

开拓新的电子应用领域。我们的目的不是用有机电子产品或任何特定类型的有机电

子产品，取代以硅为基础的电子产品。事实上，有机分子和材料通常与硅材料组合

使用。相反，对未来的憧憬，一个是广阔的电子蓝图；一个是充满了新材料的电子

市场，使电子产品功能更强大，便捷，和具有可持续性。 

2012 年 CS3 与会者阐明了三个有机电子的未来愿景： 

1. 有机电子器件将完成以硅为基础的电子产品不能完成的事情，扩大电子产品

的功能性和便捷性。 

2. 有机电子器件将更加节能，或者比今天的电子产品更加“生态友好”，为一

个更可持续发展的电子世界做出贡献。 

3. 有机电子设备将使用更多的资源友好和高效节能的工艺制造方式，进一步为

可持续发展的电子世界做贡献。 

实现这些愿景，首要的挑战是创建工业级规模的高产量和一致性的电子结构。

不管材料或应用程序的差异，这是真实需要解决的问题。虽然电子行业与一些有机

电子结构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那些被用来构建基于 OLED 的智能手机。大多

数有机电子结构正在非常小规模的合成，同时存在许多材料形成的不可重复性这一

重要问题。直到实现大规模的工业级生产，有机电子产品的未来愿景才可实现，可

维持公正。 

CS3 与会者确定了四个主要的科学和技术研究挑战，必须加以解决，以实现高

产量和一致性： 

1、提高可控性自组装。化学家需要更好地控制有机电子的分子自组装成有序结

构分子的过程，以确保正在组装的结构是可重复的。改进的可控自组装技术，需要

科学家更好地理解有机材料的电子性质，特别是当这些材料与其它材料相接触时（即

它们的界面行为）。只有获得足够多的知识，研究人员才能够预测，当有机电子材

料集成为设备时实际是如何进行的，只有了解这些预测，工程师才能够开发出工业

规模的合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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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发更好的分析工具。当有机材料组装和集成到电子结构和设备时，需要更

好的分析工具来检测和测量这些材料的结构和化学组成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最好

在每一步组装和集成的过程中均可检测。这些工具要求是非破坏性的、非侵入性，

和高效的。 

3、提高三维（3D）处理技术。许多有机电子结构可以通过使用现有的印刷技术

被组装在软质基板上。然而，实现与二维（2D）印刷技术相同精度的三维有机电子

结构的制造仍然是有机电子器件高通量制造中的一个重大的挑战。 

4、增加有机电子器件的功能。如果化学家更好地控制有机原料的合成，他们和

他们的工程合作者将能够建立具有多种功能的日益精密的光电1和其他设备。然而，

为了充分实现有机化学的多功能性，化学家需要拓宽自己的研究重点，不要局限于

电荷载流子的研究（即电子和空穴），并更好地理解光、磁、热及其他属性。 

化学家们一直致力于有机电子关键驱动因素的研究，将继续在扩大有机电子领

域担当重要角色，同时其他科学和工程的研究也是同样重要的。化学家、物理学家、

材料科学家和其他科学家工程师必须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携手共进，以实现有机

电子的全部潜力。多学科研究和培训方案就是汇集不同知识领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以及来自不同界别的人们（如学术界，产业界，政府），促进合作研究，这将是完

成这些科学和技术挑战所需要的。 

 

 

 

 

 

 

 

 

 

                                                        
1光电子的移动设备是一种电子装置，可产生或与光相互作用。已经在市场上的有机光电器件包

括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和有机太阳能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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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介绍 

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电子化的世界，电脑占据了我们生活的核心部分。在 2012

年，平均每人估计被 30-40 处理器包围，而有些人每天多达被 1000 个处理器包围。

虽然硅电子设备已经解决了许多相关的挑战，但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需求，硅

的作用是有限的。化学家们合成大量新型有机材料用于电子设备，创造新的性能，

这些是硅不可能达到的。这些材料可以满足我们扩大电子领域的希望，将从根本上

改变社会与技术的接触关系。《有机电子创造更美好的明天：创新性，便捷性，持

续性》检视了现在有机电子在哪些领域和化学家们设想该领域前进的方向在哪里，

以及为了实现这一愿景，必须要克服的科学和工程的挑战是什么？ 

 

 
 

 

 

 

 

 

 

 

 
图 1．从硅到碳。硅（S）和碳（C）属于元素周期表上的同一个家族，但它们赋予

电子结构的属性根本不是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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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电子材料：入门 
 

 
 

电子研究时，化学家选择几种不同类型的有机材料。这些材料包括小分子2和聚

合物；富勒烯、碳纳米管、石墨烯、其他碳基分子结构、整套的分子和分子结构、

以及混合材料。他们利用这些材料为电子设备构造电子结构和组装电子结构。这些

设备只是早期的雏型，这些原型在成为现实生活中的产品之前，还有很多科学和工

程的挑战有待克服。但是有些有机电子材料已经商业化了，材料的使用已经很广泛

了。例如，小分子和聚合物被用于 OLED 显示器（如电视和移动电话显示器）、太

阳能电池和晶体管的制造。 

特别地，高分子电子材料是有机电子研究最活跃的领域之一，以至于在过去的

十年，基于聚合物的有机电子器件（移动设备的原型）的性能显著提高。例如，有

机光伏（OPVs）的电源转换效率（PCE）从 2005 年的 5％上升到 2012 年的 10％，

这增加的性能是由新开发的聚合物以及改进的太阳能电池光吸收性能和卓越的迁移

率所推动的。对于有机晶体管器件，电荷的载流子迁移率3增加，从 2000 年的小于

0.010 cm
2
/Vs 到 2010 年的大于每伏秒 1.0-3.0 平方厘米（cm

2
/Vs）。一些高性能聚合

物表现出高达 5.0-10.0 cm
2
/Vs 的移动性。电荷载流子迁移率的增加，提高了设备性

能，并进一步提出了聚合物电子领域最大的挑战。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大多数

报告的电荷载流子迁移率值为被孤立和优化的系统，这样的系统集成到实际设备时，

流动性会降低。 

                                                        
2白皮书中，使用的“小分子”是小于聚合物的有机分子，即单体和低聚物的有机分子。 
3“电荷载体”迁移率表示带电粒子通过半导体移动的快慢。 

我们的电子世界 

虽然摩尔定律预测每个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每 18 个月就要翻一番，这个预测或

多或少是真实的。许多科学家和工程师推测这样的增长不是无限期的，将达到一个

极限。虽然以硅为基础的电子结构的小型化创造了一个充满实惠，高性能设备的电

子世界，但还有这些电子产品不能完成，也永远无法完成的事情。有机材料无论与

硅结合与否，都具有发展壮大我们的电子世界的潜力，但是以 40 年前摩尔的预测来

看，这些是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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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碳存在多种不同的形式以及对应这些形式的化学性质不同，以碳为基础的

材料可以为有机电子领域提供希望。1990 年出现的富勒烯是最早出现的碳纳米结

构。此后不久，在 2004 年，出现了碳纳米管，石墨烯也被分离出来。以碳为基础的

材料正在被研究和开发，主要是为了创建可弯曲的或可卷曲的设备，如电子显示器、

太阳能电池、和其他弹性装置。但是，人们也在探测他们的电荷存储潜力，导电容

量（例如，正在探究以石墨烯为基础的墨水被应用于防伪包装，这样有篡改等出现

就会破坏印刷电路，进一步发出警报），以及其他的应用。多壁碳纳米管被大规模

的生产（例如，韩国晓星公司每天生产一吨以上），如多壁碳纳米管在 ATM 机和

其他设备被用作导电塑料零件。但单壁碳纳米管的生产还没有发展到工业水平。 

 
 

 

 

图 2．使用有机高分子材料制作的改进的电子设备的功能，时间跨度为 2000 年至今。

高分子材料的连续研究已经导致有机场效应晶体管（OFETs）电荷载流子迁移率稳步

上升（上图）和有机太阳能电池增长的光电转换效率（PCE）（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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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有机电子现状 

有机电子产品不是一个新的领域。由有机材料制成的电子设备已经有多种应用，

并得到了广泛的商业化，主要是在显示器方面（例如，智能手机显示器）、光伏和

晶体管技术。 

有机显示技术 

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由夹在两个电极之间（例如，铟锡氧化物）的有机

混合材料（无论是小分子或聚合物）一层或多层构建而成，都在塑料或其他基板上。

不同于其他显示技术，为了显示需要背光，而 OLED 通过电致发光产生他们自己的

光，所以不需要背光。它们需要较少的功率，但比依赖于背光的显示技术具有更高

能效。 

单分子有机电子：幻想或事实？ 

自从世界上第一个有机单分子电动装置-分子整流器，在 20世纪 70年代中期被

设想，单分子有机电子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研究人员已经学会了如何改变

单分子的结构，进而改变电导和其他电子性能。然而，他们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将这些结构整合成宏观电路，并成为实际可以使用的设备。这个领域仍然主要由学

术研究人员占领，同时有一些科学家猜测单分子电子学的概念不过是一种假象。或

至少单分子计算机的概念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单分子电子还有其他潜在的应用。由

于单分子器件压缩所有电流流过一个单分子，使得任何扰动分子的物质被设备检测

发现，单分子器件对敏感传感器的帮助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最起码，虽然单分子电

子设备尚未成为商业现实，但该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有机电子产品的化学

新知识。通过收缩电子系统到一个单一的分子，化学家们正在学习通过分子的电荷

移动，分子-电极界面活性和其他有助于了解有机分子如何充当电子设备组件的现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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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D 在三星和许多其他智能手机机型已经广泛商业化。基于 OLED 的智能手

机三星 Galaxy 系列占据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一个重要部分。此外，三星和 LG 电子

都宣布即将推出大屏幕OLED电视。预计新的电视不仅比今天的电视技术更加壮观，

更明快的色彩和更清晰的对比，也更轻，更薄，更节能。 

有机光伏（OPV） 

有机光伏（OPV），或有机太阳能电池，通常被视为一个最令人兴奋的接近未

来应用的有机电子产品，不是作为基于硅的 PV 的替代品，这是由于 OLED 的独特

性：OPV 的灵活性、大面积的覆盖范围、且成本低。然而，扩大太阳能电池生产的

一个关键的挑战是行业规模的重现性。 

收获太阳能依赖于收获光的材料和运输电流的材料接触面间接口的化学和物理

的相互作用。这些接口可以是有机－有机或有机－无机的材料间的接口。当化学家

们更好地理解了这些不同接口发生的过程，工程师们将能够建立比现在的设备驱动

能量转换更多效率的界面结构。目前 OPV 技术拥有超过 10％，甚至达到 12％的转换

效率，一些研究人员预测，有机太阳能电池将达到 15-20％的效率。 

晶体管技术 

 

 
 
图 3.制造更好的 OLED 显示器。左：三星已经宣布，在不久的将来，发行一个由柔

性塑料 OLED显示屏制作而成的可折叠的智能手机；手机可以折叠为原大小的八分之

一。右：三星和 LG电子宣布，不久的将来，发布 55英寸长，4毫米厚的 OLED显示

屏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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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体管被视为现代电子设备的基本材料，可执行放大信号或通断开关操作。有

许多不同类型的晶体管。多数有机晶体管是有机场效应晶体管（OFET）。OFET 具

有一些硅晶体管所不具有的独特性质，最显著的是它的灵活性。由于 OFET 可以在

室温或接近室温下制造，它们使集成电路在塑料或其它的柔性基板上的制造成为可

能，因为塑料或其它的柔性基板无法承受高温条件下基于硅的器件制造。OFET 对

特殊的生物和化学制剂也具有高度敏感性，使之成为生物传感器和与生物系统接口

的其他设备的优良候选材料。 

随着新的有机材料的合成，化学家们已经改善了小分子 OFET 的电荷载流子迁

移率，从 2000 年的小于 1 cm
2
/Vs 到今天的在 8~11 cm

2
/Vs。最初，只有在非常清洁

的条件下，在超高真空室中，才能得到改进的迁移率。然而，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

使用简单的和相对便宜的技术，如溶液处理，高性能的 OFET 可以制造获得。到 2020

年，随着更先进的材料合成，迁移率差不多可以提高到 100 cm
2
/Vs。与小分子 OFET

一样，高分子 OFET 的性能也有所增加，典型的迁移率从 2000 年的约 0.1 cm
2
/Vs

增加到今天的 10 cm
2
/Vs。 

尽管取得了进展，但是 OFET 在商业上普遍使用以前，挑战依然存在。例如，

最近，科学家们已经证明热稳定的柔性 OFET 可以制造。较高的热稳定性是集成

OFET 到生物医学设备的先决条件，否则他们将无法高热杀菌，无法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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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化学家到消费者：OLED 显示器 

由三星电子生产的 Galaxy S 系列智能手机的触摸显示屏证明了有机电子领域已

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大多数其他的智能手机，以及计算机、平板电脑、高清晰度

电视机和其他类似设备，使用液晶显示器（LCD）技术，有机-无机混合电子技术需

要背光源产生图像显示在屏幕上。但 Galaxy S 采用的技术不需要背光，使用有机发

光二极管（OLED）显示技术。OLED 发出自己的彩色光产生图像。因为它们不需要

背光，OLED 显示器比液晶显示器 LCD 更薄、更轻。它们有其他潜在的优势，包括

灵活性，正在努力开发和商业化可折叠的 OLED 显示屏智能手机和其他设备。其他

类似的设备已在市场上出现。例如，游戏机（PS）和掌上游戏机，拥有一个 5 英寸

的 OLED 触摸显示屏。 

这些和其它未来的 OLED 器件说明了有机化学中的基础研究如何应用，包括新

的有机材料的化学合成，以及这些材料的特性，可以演变成一种新的技术，大批量

生产。为了进一步提高技术，化学家、物理学家和其他科学家正在合作开发更多先

进的有机材料，更好的电子和其他性能。研究人员预测，OLED 照明技术，包括大

面积的（白光）照明技术，在未来五年内将成为商业现实。 

有机化学家智取造假 

 有机薄膜晶体管（OTFT）创造了丰富的创新性电子应用的机会。例如，科学家

们正在钞票表面上装配 OTFT 作为防伪功能。不仅 OTFT 的厚度小于最薄的硅晶体

管（小于 250 纳米[nm]，与硅的 20 微米[μm]相比），使得 OTFT 有可能嵌入到纸币

的纸张中，他们可以在足够低的电压（约 3 伏的电压）下运行，它们不造成任何文

件的损坏。最重要的，因为它们是由有机材料制成的，OTFT 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他

们能承受重复压皱，折痕和锐利的折叠。 

钞票上的 OTFT 证明了如何研究有机材料，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和日本的化学

家合作，使用非常薄的聚合物基板为起始原料制造 OTFT，最终可导致一种新型设备

的发展，新型设备不可能使用以硅为基础的电子结构制造 OTFT。正在研究和开发柔

性有机薄膜晶体管在大范围内的可弯曲装置的潜在应用，如可弯曲的太阳能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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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有机电子的未来展望 

随着化学家继续合成和功能化新的、改进的、用于电子结构和设备的有机材料，

有机电子领域将有可能发展到难以想象的一天。有些应用已经被实现了，像可以把

OLED 智能手机和低成本太阳能电池安装在苏丹南部的无电网农村社区的屋顶上。

有些应用，像超薄 OLED 电视和可折叠的智能手机，预计将在不久的将来被推出。

其他应用，像模仿人体皮肤触觉的电子皮肤，将需要更长的时间。还有一些应用是

不能预见的。潜在的未来应用是多种多样的，横跨多个领域：医药和生物医学研究、

能源和环境、国家安全、通信和娱乐、家庭和办公家具、服装和个人配件、以及更

多领域。 

有机电子领域不仅将带来创新的应用，也有可能使电子产品的生产、使用和处

理更环保和更可持续。化学家和他们的同事们都在寻找办法，使有机电子(包括设备

本身和这些设备的产品) 比目前的以硅为基础的电子世界更节约资源和具备更高的

能源效率。 

CS3 与会者确定了三个重要的有机电子材料的未来愿景： 

 

愿景一：有机电子器件将完成以硅为基础的电子产品不能完成的事情，进而扩大电

子产品的功能性和便捷性。 

 

图 4.OTFT 在钞票的防伪功能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左：带有功能 OTFT聚合物基

体缠绕的半径为 300μ m的筒状物。2010 年。右：具有伪造功能的 OTFT嵌入的钞

票。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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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材料赋予电子设备的独特性能，是以硅为基础的电子结构不能给与的，这

些性能使创新的“开箱即用”的应用范围变广。这些性能包括传感、生物相容性和

灵活性。 

由于有机物质独特的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可以说，在有机电子领域，改革最主

要的一点就是感应，也就是说，电子设备可以在环境中、在人体内部和外部、食物

和水或其他地方感应化学或生物物质的存在。例如，化学家们设想的诊断传感器检

测生物指标的变化（例如，糖尿病人的血糖水平），设想的环境传感器检测水或食

物中的毒素，以及设想的国家安全传感器检测三硝基甲苯（TNT）或其他炸药。生

物传感器是近期最令人兴奋的有机电子产品的应用。仅举一例，化学家们设想生物

传感器，不仅能检测糖尿病人的血糖水平，还可在正确的时间分配适当剂量的胰岛

素。 

有机电子结构不仅比基于硅的器件与生物系统更化学相容，他们还可以更具柔

软性、拉伸性和机械“柔软性”，这是硅不可能达到的。总之，这些属性为创新性

的生物电子传感器创造了潜力，使之可符合人体的曲率和运动部件。柔性有机薄膜

晶体管（OTFT）被用来发展具备触觉和其他感应功能的电子皮肤。我们希望，这一

技术将被用来为烧伤患者建立人工皮肤，用来制造具有触觉功能的假肢，和其他触

摸感应装置，这些功能是以硅为基础的电子结构不可能实现的。在非常遥远的将来，

一些科学家预测这种“机器人皮肤”甚至能够反应人的情绪状态。 

以碳为基础的和其它有机材料的柔性（“软”）性，使它们不只是机械地适应

生物系统，也可适应广泛的弯曲表面和可动部分的其他类型。科学家们设想柔性显

示器、太阳能电池、传感器，在汽车上应用的电池组、衣服和其它织物、以及机器。 

仅举一个例子，智能 Forvision 概念车已被提议作为一个未来的汽车，自诩有许多重

量和节能的优势，拥有透明的有机太阳能电池屋顶为汽车的气候控制系统和 OLED

照明供给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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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二：有机电子器件将比今天的电子产品更加节能，更环保，为一个更可持续的

电子世界作出贡献。 

 

随着化学家和工程师继续改善有机材料在电子产品中的合成与表征方式，他们

希望这种材料的使用将促进制作出更高效节能的电子显示屏和照明灯、太阳能电池、

晶体管和其他电子设备。例如，尽管有机太阳能电池已经非常高效节能，它的能源

投资“回报”时间不到半年，但是为了成功在北欧等地作为一种普遍技术，它的能

源效率还需要继续提高，因为那些地方长时间的阳光照射只是一个梦想。 

与有机太阳能电池一样，化学家和工程师们希望提高有机晶体管的能源利用效

率，以及通过降低 OFET 工作电压的方式提高 OFET 的能源利用效率。降低 OFET

 
 

图 5.柔性有机半导体。制作在柔性和透明有机基板上的电路。灵活性是有机材料的

一个重要优势。 

 
 

图 6.使用有机材料制造人造皮肤。科学家们使用有机场效应晶体管（OFET）体系结

构来构建电子材料，模仿人体皮肤。电子皮肤是具有伸缩性的触觉传感器二维（2D）

阵列，用于收集环境信号，并把这些信号转换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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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电压比提高能源效率的目标更有意义。它也将允许化学家利用 OFET 的生物

相容性；高压 FET 产生致命的热量水平。 

除了提高能源效率，随着化学家继续学习和提高自己对有机材料电子行为的理

解，工程师将能够建立持续更长时间的，可回收的或者可降解的设备。 

 

 
 

愿景三：有机电子器件将使用比今天更环境友好的资源和高效节能工艺制造，进一

步促进更可持续的电子世界。 

 

使用有机材料打造的电子设备承诺，未来电子产品制造的方法将依赖于更少、

更安全、更丰富的原料。我们的目标是高效的资源合成方法，同时设备本身和这些

设备的制造比今天的以硅为基础的电子方法需要更少的材料。例如，可以减少材料

浪费的过程，如印刷材料，从而材料可以被逐层添加到结构或设备中，与旋涂作对

比，旋涂要去除材料和处理这些多余的材料。除使用更少的材料外，化学家正在寻

求使用更安全的材料。例如，许多聚合物需要致癌性的溶剂，包括一些因为其毒性，

甚至不容许在欧盟印刷业中出现的溶剂。化学家们希望，设计聚合物依靠更良性的

一般方法溶于无毒溶剂。最后，环境友好的愿景，依赖更丰富的原料，从而保护珍

无网的有机电子：电子无障碍化 

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电子化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有的角落使用电子是受

限制的。估计有 1.3 亿人没有用上电，很多人依靠煤油，电池或柴油为燃料的发电

机。因为更廉价的制造成本，有机电子承诺，不仅要改变人们使用技术的方式，也

要扩大无网地区使用技术的人群。例如，在 2011 年，Eight19，总部位于英国的公

司，致力于有机太阳能电池的开发和生产，推出了一项名为靛蓝的计划，为农村市

场提供无网太阳能供电的能源。现收现付计划消除了太阳能发电系统初次购买的高

成本（客户使用刮刮卡每周支付产品，直到他们自己彻底拥有产品），这样成本低

于煤油（在客户支付产品之后，使用是免费的），比煤油安全环保（煤油放出有毒

气体）。靛蓝计划所使用的技术（实际上所有的有机太阳能电池技术）没有有机化

学家合成和功能化新材料的工作，是不可能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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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的和濒危的资源。例如，研究石墨烯作为铟锡氧化物（ITO）的替换，因为铟被

认为是一种有限的资源。 

除了有利于环境外，有机电子的制造方法也将变得更加高效节能，因此材料和

工艺工程师继续学习和提高合成有机材料和组装电子结构的方法。我们的目标是用

更少的步骤和方法恢复损失热量的制造工艺。目前，碳纳米管和石墨烯的合成方法

是高度能源密集型的，生产规模太小，不能投资用于恢复损失热量的必要基础设施

建设。由于以碳为基础的电子产品制造规模扩大，正在处理的材料量增加，希望材

料工程师开发出可回收热量的基础设施。 

 

 
 

 

 

 
 

图 7.便捷电子产品。现收现付的有机太阳能电池技术分布在整个南部非洲和其他地

方的农村地区，提供了一个低成本和安全的煤油替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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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的电子产品 

什么是“可持续发展的电子产品”？并且有机电子如何促使电子产品更可持续

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解释是开放性的。 2013 年 CS3 与会者对可持续发展的电子

产品确定了几种不同的解释。 

环境的可持续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提到“可持续发展的电子产品”，使我

们想起能源高效利用,资源利用和废物处理或回收的图像和对其的关注，那就是建立

一个电子世界，对自然资源进行可持续的管理。例如，如何构建电子设备,使其操作

比现在基于硅的设备更加能源高效利用。创建更可持续的电子产品不只是建设一个

更“环保”的太阳能电池或其他设备，也包括使用更多的“环境友好”的制造方法。

事实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贯穿电子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从原料资源到资源处理

的过程。化学家和其他科学家工程师使用有机材料来操控电子进入一个比今天的电

子世界更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例如通过使用碳基材料，而不是珍贵的地球开

采资源，并依靠比基于硅的电子处理方法更安全的和能源密集度较低的制造方法。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可持续发展的电子产品”也意味

着建立一个电子世界，实现一个更加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这是联合国 2012 年的报告

《实现我们希望的未来》中所描述的，以确保“给儿童一个代表正义的未来世界，

孩子们将能健康成长，营养良好，教育良好，文化灵敏和免受暴力和忽视...”有机电

子正在引导未来电子进入一个可确保公正的世界，这是与今天的以硅为基础的电子

所达不到的。具体来说，有机电子使全世界的人们更容易获得电子产品。化学家们

使用有机材料开发“无网”太阳能电池，低成本传感器和其他设备，应用到那些不

具备资源或基础设施的地方，来点亮家园或监控水质。即使在资源丰富的地区，电

子产品已经很普遍，有机材料扩大使用电子产品的范围，将有利于社会。有机电子

的潜在优势之一是更具成本效益的大规模制造，与硅电子相比，有机电子为产品级

传感器和其它设备的高通量生产创造了机会，这些设备可以用来监测和保护我们的

环境，包括我们的食品供应。到现在为止，这些还没有实现。例如，化学家设想产

品级的食品腐败变质传感器，将显著减少食物的浪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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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可持续发展的电子产品”意味着电子产品本身是

持久的-不只是实际的设备，也包括一般的有机电子技术。化学的、材料的和其他的

科学家工程师才刚刚开始发掘有机电子的巨大潜力，在电子设备中使用有机材料的

创新功能。有机电子结构与生物系统相互作用的方式，为医疗、传感和其他的人性

化界面应用打开了广阔的世界。有机电子的多功能性与承诺环境的和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相结合，为技术的长远发展点明了道路。 



20 
 

第四章 未来的研究途径 

实现上一节中阐述的愿景将需要克服几个主要的科学和工程研究的挑战。可以

说，有机电子领域最大的挑战是创建工业级规模的，高产量和高纯度的电子结构。

无论使用的材料或应用程序的类型是什么，这是真实的。直到可流程控制的结构实

现工业级生产，有机电子的愿景才可实现。只有解决了这些挑战，有机电子领域才

能扩展我们电子世界的功能，便捷和可持续性： 

 

（1） 提高可控自组装。化学家需要更好地控制有机电子分子自组装成有序结构的

过程，以确保正在组装的结构是可重复的。今天，在许多材料的形成中缺乏

可复制性，阻止了工业规模的进程。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化学家需要更好地

控制有机电子分子自组装成有序结构的过程。改进可控自组装需要更好地理

解有机材料的电子性质，特别是当这些材料与其它材料相接触时（即它们的

界面行为）。只有获得了这些知识，研究人员才能够预测有机电子材料在组

装成设备时，实际上是如何进行的，只有明白了这些预测，工程师才能够发

展出工业规模的合成过程。 

（2） 开发更好的分析工具。当有机材料组装和集成到电子结构和设备时，需要更

好的分析工具来检测和测量结构和化学组成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最好在每

一步过程中都可以检测。这些工具要求是非破坏性的，非侵入性和高效的。

此外，高度灵敏的分析方法也是必需的，用于检测在工作条件下有机材料的

降解产物，以便更好地理解这种材料的击穿机理，并最终增加其在电子器件

的使用寿命。 

（3） 改进的三维（3D）的处理技术。使用现有的印刷技术，许多有机电子结构可

以被组装在柔性基底上。然而，与二维（2D）印刷技术具有相同精度的 3D

有机电子结构的制造仍然是有机电子器件高通量制造中的一个重大挑战。 

（4） 增加有机电子器件的多功能性。随着化学家更好地控制有机原料的合成，他

们和他们的工程合作者将能够建立具有多种功能的日益精密的光电设备和其

他设备。然而，为了充分实现有机化学的多功能性，化学家需要拓宽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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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重点，不局限于“电荷载流子”（即电子和空穴）的研究，并更好地理

解光、磁、热及其他性质。 

 

 
 

研究挑战一：提高可控自组装 
 

有机化学使大量的合成结构和大型分子组装。然而，实际的自组装4过程是复杂

的，并且对其理解仍然知之甚少。一些小分子自组装设计规则也开始出现，但对大

部分分子来说，化学家仍然主要是在反复试验的基础上操作。众所周知，微观结构

中的小的变化可以显著影响固体状态下的自组装体，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很难或

不可能预测是如何影响的。如果没有可控的有机电子结构自组装，从这些结构制造

的设备的生产将受到阻碍，对有机电子产品未来的愿景也是受挫的。 

特别是高分子材料，提高形态的可控性可以说是推动领域发展的最大挑战之一。

即使对被充分研究的聚合物电子材料 P3HT[聚（3-己基噻吩-2-2,5-二基）]以及 OPV

来说，这也是真实存在的。最近的研究已经表明，使用最常见的合成方案，某些显

著影响电子性能的缺陷是如何出现的。即使已经可以购买商业高分子材料，但批次

                                                        
4在这份白皮书中，自组装被定义为模式化的建筑材料在宏观尺度上的自发有序。 

有机电子中化学的角色 

化学研究在有机电子产品的开发和商品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终究，化学

家合成和功能化有机材料，这些材料应用与已经在市场上或正准备上市的 OLED智能

手机，有机太阳能电池和其他设备。如果没有这些材料，这些设备就不会存在。化

学家不仅提供原始材料，他们在改善这些材料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失的性能上，

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在过去的 10年中，聚合物 OFET 的电荷载流子迁移率急

剧增加，从 0.1 cm2/Vs 到超过 10 cm2/Vs，这主要是因为科学家们比过去知道了更多

关于化学聚合物的知识。不过，科学家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许多用于有机电子

的高性能聚合物展现了非教科书上提到的行为，变得很难预测和控制聚合物结构如

何一次包装和执行融入电子系统。这种化学物质的行为，背后的原因和可能的用途，

仍是未知数。持续研究将有助于化学家更好地理解这些材料组装成电子系统的行为，

甚至有希望点明聚合物 OFET获得更好性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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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是有重要影响的。因此，聚合物电子工业规模的扩大需要一个更强大的对聚

合物自组装的理解。 

对所有的有机材料，化学家需要能够在分子水平上模拟结构和性能的关系，使

他们能够设计出更易操控的自组装系统，无论自组装是发生在溶液中（如在油墨中）

还是发生在表面。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制定一个更具可预测性的有机电子学。否则，

合成将继续产生非均匀的混合物结构，这些结构以不可预知的方式发展。 

批次差异和可重复性，或资源缺乏的问题提出了一个挑战，就是一些缺陷或杂

质是否可以容忍。似乎大多数认为是不可容忍的，因为尽管缺陷的发生率少于百分

之一，但是对性能有着显著的影响，尤其是对小分子组合的电子设备。可容许缺陷

的分子结构是否存在，并且如果存在，是在什么条件下存在，仍然是一个需要研究

的问题。 

重复性的挑战对碳基材料的大规模合成是尤其重要的。目前，只有“克”数量

级的半导电碳纳米结构可以制造。即使是这样，因为典型的由不同的电子和其他物

质形成的不同种混合物的批次是有差异的，所以缺陷是普遍存在的。更好地了解自

组装，包括更好地了解在自组装过程中的动力学与热力学控制，将有助于化学工程

师开发必要的选择性合成工具，可把半导电碳纳米结构从其他类型的分子结构种分

离出来。 

了解界面行为的重要性 

改进自组装过程，不仅需要更好地了解任何给定的有机材料的电子特性，同时

要了解当材料与其他材料接触时，这些属性如何变化。化学家需要更好地理解界面

化学和接口对设备性能的影响。例如，石墨烯材料在真空环境中，电荷载流子迁移

率近似 200000 cm
2
/Vs。但是，当相同的材料被组装在基板上时，这些迁移率下降幅

度很大。负责驱使流动性下降的机制和界面化学，仍不清楚。 

更深入的了解界面行为，尤其是界面的自组装，对有机材料的有机-有机界面层

（例如多层有机材料的组合，单分子与碳纳米管的接触）以及所有的有机-无机界面

（例如，单一的有机分子与电极的接触）是需要的。分子-电极界面对许多设备能源

效率的增加具有关键作用，任何或所有这些不同的接触点，可以影响电子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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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的意义并不限于电子结构或设备本身。界面的行为也影响生产。化学家需

要更好地理解在溶解过程中（例如，喷墨或丝网印刷），各种溶剂分子的相互作用

情况。 

 
 

研究挑战二：开发更好的分析工具 

 

可靠的分析工具是建立预测有机电子学的关键。只有当科学家们能够在尽可能

高的分辨率下，才可更好地表征有机电子的性能，他们能够预测分子结构是如何影

响性能的。目前，化学家们用他们有限的能力去表征正在构建的分子结构的局部分

子环境。需要更好的工具分析正在构建的有机电子系统的分子构成，分子组织结构

和局部的属性。 

 

 
 

图 8.自组装的复杂性需要调用多种科学方法：井然有序的有机电子材料（无论这些

材料是分子的，高分子的，是以碳为基础还是不以碳为基础的）的自组装是非常难

以预测和控制的。直到可以更好地理解这样的自组装，可控的结构才可以被重复和

可靠地合成，有机电子许多设想的应用程序的大规模生产还是不可能的。化学家需

要更好地了解自组装，以实现工业级生产所需的预测和控制。一些化学家都在呼吁

一个系统的方法来研究自组装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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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强的基本测量方法不仅有助于发展更可预测的有机电子产品学，它也是衡量

有机电子加工行业水平的关键。为了保证质量控制，工程师需要知道这个过程中的

每一个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需要非侵入性的，非破坏性的和高效的分析工具。 

 

研究挑战三：提高三维（3D）的加工技术 

 
为了提高有机电子加工过程到工业级标准，化学家和工程师需要改进三维（3D）

制造技术。许多有机电子结构和设备的一个重要优点是，它们可以通过使用现有的

低成本，高通量的喷墨印刷技术被组装在塑料，纸张和其他柔性基板上。印刷也可

以制造大面积的有机发光二极管，有机太阳能电池，有机场效应晶体管 OFET及其他

有机电子器件。此外，这个方法有助于可持续生产（即根据需要添加必要的资源，

而不是多余的资源被当做废物去除）。然而，无缺陷的有机电子结构的 3D处理成为

工业大规模生产仍然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工程师需要以受控的方式在纳米级，而不

是微米级的规模制造均匀的三维结构，2D光刻技术也是这样处理的。 

  

研究挑战四：增加有机电子器件的多功能性 

 

有机电子设备可以做的，不仅仅是运输电子信息，他们还可以传输光，磁和热

信息。事实上，许多已经在市场上的有机电子器件是多功能的。例如，有机发光二

极管（OLED）和有机太阳能电池是多功能的光电器件，也就是说，电子设备除了使

用或生产电子以外，还可使用或生产光。随着化学家可以更好地控制有机原料的合

成，他们和他们的工程合作者将能够建立日益精密的光电和其他多个输入和多个输

出功能的设备。例如，研究人员设想的多功能窗户，可作为太阳能电池产生电的功

能，作为有机发光二极管产生光的功能。为了充分实现有机电子产品的多功能性，

化学家需要扩大他们的研究重点，不局限于电荷传输研究，并更好地了解分子结构

和界面行为如何影响电子、光、磁、热和其他属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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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 

在 2004年，有人预测化学家很快就会合成电荷载流子迁移率大于 10 cm2/Vs的

有机半导体材料和拥有 10％电源转换效率的有机光伏电池，现在，这些预测已经成

真。最近，有人预测到 2015年，有机电子将成为产值为 30 亿美元的大产业。虽然

这个预测可能过于乐观，但是有机电子领域显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过去的

几十年中，一些设备已经出现在市场上，并且众多的设备原型也在开发中。 

如果化学家、物理学家和其他科学家工程师解决了 2012 年 CS3研讨会与会者提

出的挑战，该领域将继续成长，改变社会与技术的关系。多学科研究和培训方案汇

集了不同知识领域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以及来自不同行业的人们（如学术界，产业界，

政府），这将推动跨界合作，以应对这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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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CS3 与会代表名录 
 

名字 单位 职称，研究领域 

中国代表团 

张希（主席） 清华大学，北京 教授，化学系 

田禾 华东理工大学,上海 教授，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王利祥 中国科学院，长春 教授,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裴坚 北京大学，北京 教授，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张锦 北京大学，北京 教授，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帅志刚 (联络人) 清华大学，北京 教授，化学系 

刘云圻 中国科学院，北京 教授，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德国代表团 

彼得鲍尔勒 (主席) 乌尔姆大学，乌尔姆,德国 主任,有机化学 II及先进材

料研究所 

弗兰克维尔斯尔 维尔茨堡大学，维尔茨堡 教授,有机化学研究所 

克劳斯海木才 科隆大学,科隆， 教授,物理化学研究所 

斯特凡赫克特 柏林洪堡大学，柏林 教授,有机化学和功能材料重

点实验室，化学系 

安德烈亚斯赫希 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埃尔兰

根 

教授/系主任，有机化学系 

霍斯特哈恩 卡尔斯鲁厄技术研究所，埃根

斯泰因 

执行主任 

汉斯-乔治维尼尔(联络人) 德国化学会 顶端教育和科学 

马库斯本克 德国研究基金会（DFG） 项目主任 

日本代表团 

相田卓三(主席) 东京大学，东京 教授,化学与生物技术系,工

程学院 

佐藤善治 三菱化学集团,科学与技术研

究中心，东京 

高级研究员，光伏项目 

泽本光夫 工学研究生院,京都大学,京

都 

教授,高分子化学系 

染谷隆夫 工程学院，东京大学，东京 教授,电机工程学系 

泷宫和夫 工程研究生院，广岛大学，东

广岛市 

教授,应用化学系 

山下正弘 理学研究生院, 东北大学,仙

台市,宫城 

教授,化学系 

川岛申之(联络人) 东京化学会,日本 执行董事兼秘书长 

盐谷光彦 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东

京 

东京大学科学研究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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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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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苏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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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科尔曼 杜伦大学，杜伦，英国 读者，化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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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科学行政 

克莱尔布弗莱 工程和物理科学研究理事会，

史云顿，英格兰 

自然科学基金经理 

美国代表团 

切丽卡根(主席) 宾夕法尼亚大学，费城，宾夕

法尼亚州 

教授，化学系，电机与系统工

程系，材料科学与工程 

林恩卢 普林斯顿大学，普林斯顿，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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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化学与生物工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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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林纳科尔斯 哥伦比亚大学，纽约 教授,化学系 

詹姆斯 柏易斯 德州农工大学,大学城,得克

萨斯州 

教授,化学系 

吉武帕克 康奈尔大学，伊萨卡,纽约 助理教授，化学系和化学生物

学 

戴特特伦(联络人) 美国化学会，华盛顿哥伦比亚

特区 

国际关系经理，国际关系办公

室 

弗朗西斯科戈麦斯 美国化学会，华盛顿哥伦比亚

特区 

主任助理,国际关系办公室 

齐韦罗森茨维格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阿林

顿，弗吉尼亚州 

项目总监 

莱斯利普瑞(科普作家) 独立顾问，洛杉矶，加利福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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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届回顾 

 

第一届 2009年 

主题：用太阳光驱动世界（Sunlight to power the world） 

地点：德国 Kloster Seeon 

 

第二届 2010年 

主题：可持续发展的材料（Sustainable Materials） 

地点：英国伦敦 

 

第三届 2011年 

主题：化学让人类更健康（Chemistry for better health） 

地点：中国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