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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1 蔡喜运 大连理工大学环境学院

2 陈春海 东华大学

3 陈甫雪 北京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4 陈海峰 北京大学未来技术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

5 陈    韦 香港理工大学

6 陈    宇 天津大学理学院化学系

7 程文旦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8 程晓丽 黑龙江大学化学化工与材料学院

9 戴东旭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10 单炜军 辽宁大学（化学院）

11 董原辰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2 杜少武 闽江学院

13 冯季军 济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14 傅绪成 皖西学院

15 甘    峰 中山大学

16 高士祥 南京大学环境学院

17 龚和贵 上海大学

18 韩    伟 香港科技大学环境及可持续发展学部

19 解永树 华东理工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20 李东浩 延边大学

21 李凌杰 重庆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22 李    焰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

23 廖伍平 中国科学院赣江创新研究院

登录网址 
http://www.chemsoc.org.cn/member/senior/（点击阅读原文），可查询、浏览每位高级会员个人主页。

中国化学会高级会员均享有专属会员主页，并可即时自主更新主页，变更信息或添加代表性论文等。

60 位会员新晋级为高级会员
2022年2月，中国化学会新晋级高级会员60位，祝贺新一批成功晋级的各位高级会员！

中国化学会 2022 年 2 月份新晋级高级会员中国化学会 2022 年 2 月份新晋级高级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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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24 林海斌 浙江省温岭市新河中学

25 林    深 福建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学院

26 林英杰 吉林大学化学学院

27 刘海洋 华南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28 刘术侠 东北师范大学化学学院

29 刘袖洞 大连大学

30 鲁    桂 中山大学药学院药物化学研究所

31 陆文聪 上海大学理学院化学系

32 罗施中 北京化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33 吕    超 北京化工大学

34 马    刚 河北大学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35 邱立勤 中山大学化学学院

36 沈国震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37 史向阳 东华大学

38 宋焱焱 东北大学理学院化学系

39 王海军 河北大学化学与环境科学学院

40 王瑞虎 河北工业大学

41 王炜罡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42 王玉萍 南京师范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43 卫    敏 北京化工大学

44 邬旭然 烟台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45 吴惠霞 上海师范大学化学系

46 吴正翠 安徽师范大学

47 杨    帆 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电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48 杨国平 西北大学

49 杨    剑 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50 杨    明 东华大学分析测试中心

51 应少明 宁德师范学院

52 俞豪杰 浙江大学

53 占金华 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54 张建勇 中山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55 张人杰 胶体与界面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山东大学 )

56 张    树 北京化工大学

57 张晓梅 山东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58 赵翠华 山东大学 化学与化工学院

59 赵洪池 河北大学

60 朱卫国 常州大学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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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电系统指在船舶正常营运靠港期间港口向船舶供电的设

备，包括船载装置和岸基装置；通过岸基供电取代船舶燃油供电，

以“电”代“油”，从源头上实现 “零油耗”，“零排放”的目标。

其中岸电电源额定电压（相间电压）1kV 以下的为低压岸电，

额定电压（相间电压）为 1kV 至 15kV为高压岸电。

高压岸电由于其功率大，连接方便，可实现无缝切换等优势，

受到大型船舶的青睐。船舶岸电系统如图所示。

岸电助推碳达峰碳中和发展的建议
作者：孟.琪；Email：mengqihii@163.com

港口岸电技术作为航运领域最具发展前景的节能减
排技术之一，对推动我国能源结构的转型，加快实现碳
达峰及碳中和的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船舶在港口
靠泊时燃料消费量占 5%，排放污染物占港口总污染物
的 60%以上，引起港口城市大气污染严重。港口岸电
技术是推动“绿色港口”建设，助推双碳目标的达成
的重要举措。

 ▲【图 1】船舶岸电系统

什么是岸电系统？

岸电系统的实践应用

瑞典哥德堡港是世界上第一个应用岸电技术的港口。

1989年，哥德堡港首先在客滚船使用岸电。2000年，世界上第

一台高压岸电系统（电压：6.6 kV/10 kV）在哥德堡港交付使用，

其在船舶靠泊期间可以减少产生 94％ -97％的大气污染物，显

著改善港口环境 [1]。随后，欧洲的其他主要港口也接踵使用了

船舶岸电。2001年，美国阿拉斯加州朱诺港首先在邮轮码头

使用了船舶岸电，目前美国16个港口建设并应用了岸电技术，

其高压岸电主要应用在邮轮、冷藏货物船、集装箱和油轮，低

压岸电主要应用在拖轮和渔船上。各大港口的高压岸电系统

技术规格相似，并且均满足国际通用标准，但是低压岸电系统

的技术规格具有相对较大的差别。

我国港口岸电技术的发展较迟。2009 年，青岛港领先

其他沿海港口进行了低压岸电技术的改造，但其应用范围

小，仅用于 5000吨国内贸易支线码头，不易推广。2010年，

连云港港首次在“中韩之星”邮轮中应用高压岸电技术。

2016 年国家电网与宁波舟山港共同建设的国内首个高压

低频岸电项目正式投产。2017年，我国交通运输部印发《港

口岸电布局方案》，具体岸电布局方案如【图 1】所示。据

交通运输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12月，我国已建

成港口岸电设施 5400 多套，覆盖泊位 7000 多个（含水上

服务区），总体完成率达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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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Â 统一标准，规范作业

美国加州通过立法的方式为远洋船舶提供强制性减排要求，并且对船舶岸电挂靠次数占比进行了规定，违反规定给与

一定罚款 [8]。美国加州这一方式促进了港口岸电设施的推广和发展。目前我国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提到“靠港船舶应

有限使用岸电”，但并没有提出相应的强制性政策与处罚政策。我国需要补充强制性船舶岸电使用政策，并且明确相应的

法律责任，推动靠港船舶岸电的使用。岸电技术相关标准不成熟，存在很多空白，需要出台相关的规范标准弥补空白，船

舶岸电受电设施、船岸连接接口、岸电接电操作流程以及变频计量方面均需要出台统一建设标准，兼顾沿海和内河港口，

规范船舶岸电作业。

	Â 政策支持，加大优惠

我国各大港口目前岸电设施的建设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仅依靠船运和港口企业对岸电技术的推广远远不够，需要国家

和各省市有关部门出台一系列的政策，给与支持，以促进港口岸电技术的高速发展。政府可设立岸电建设专项支持基金、

岸电运营补贴和降低岸电售电电价等一系列措施，降低港口和船运企业的投资成本，减少企业对岸电的投资压力，从而促

进港方和船方对岸电建设的积极性。

	Â 技术创新，攻克难点

岸电技术的应用环境复杂，存在较多的技术难题。国内外电制不同，需要结合国内实际情况，开发适合我国国情的核

心技术设备，为岸电技术的推广应用提供技术保障。港口企业、船运企业、电力企业以及高校科研机构应加强合作，加强

岸电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攻克岸电的建设难题，突破岸电应用所存在的“卡脖子技术”，例如岸电系统建设过程中的带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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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我国港口岸电布局情况（已建岸电设施泊位数：截至 2016 年 7 月，已建容量在 200kVA以上岸电设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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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电助推碳达峰碳中和发展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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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技术、港船信息交互技术、岸电电缆管理和船岸接口问题。此外，政府应加强对岸电研发技术的支持和帮助，对研发

投入和产权保护等方面给与一定的政策倾斜。

	Â 完善机制，提高效益

目前，我国各港口供电机制、收费模式和收费标准不一致，船运、港口和电网公司在电费收益模式存在分歧与博弈，

使得港、船两方对于岸电技术的使用无法得到直接收益，缺乏主动性，增加了岸电推广的难度。2019年，我国新发布的《关

于进一步共同推进船舶靠港使用岸电工作的通知》，各省市应结合港口实际情况，完善供售电机制，明确港口的售电资质

以及岸电技术应用后的售电收益分配情况，推动我国供售电机制的市场化，增加港口岸电的接电率。

	Â 样板工程，示范效应

我国各大沿海港口和内河港口都在积极推进岸电系统建设，建议梳理各大港口岸电系统建设、使用和实践方面的经验，

建立港口岸电样板工程和示范港口，发挥样板港口的示范效应和激励作用。其他各大港口积极主动去样板港口学习经验，

加快自身岸电系统的建设，推动我国各大港口的升级转型。

	Â 多方合作，互惠共赢

岸电系统的建设涉及政府、供电企业、港口企业和船运企业等多方力量，需要各方力量互相合作，互惠共赢。政府作

为管理者和标准政策的制定者，对岸电进行统一管理与推广。企业作为岸电设施的建设的执行者，是市场经营活动的主体，

三方应协同合作，积极落实岸电各项政策，加快岸电系统的建设。

化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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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技术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

水平的重要标志，它与通信，计算机

技术构成了现代信息产业三大支柱。

当前，中国已连续 5年成为世界第一

大机器人应用市场，但高端机器人仍

依赖于进口。其中，触觉传感器是工

业机器人核心部件，其对于产品精确、

稳定的严苛要求，阻挡了我国大部分

企业向触觉传感器迈进的步伐 [1,2]。

目前国内传感器企业大多从事气

体、温度等传感器的生产，且几乎

没有传感器制造商进行触觉传感器

的生产。而日本阵列式传感器能在

10cm×10cm 大小的基质中分布 100

个敏感元件，售价达到 10万元。对卖

方而言，工艺门槛太高；而对买方而言，

由于机器会在很严苛的环境下工作，

对零部件的要求很高，国产货没有保

障。“一个向左、一个向右”的局面，形成了依赖进口、内生乏力的恶性循环 [2]。也正是如此，触觉传感器被列为与芯片、

航空钢材等并列的关键“卡脖子”技术。

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触觉传感器
作者：张荣；Email：yzzhang@ciac.ac.cn

 ▲【图 1】卡脖子技术清单 (图源：https://new.qq.com/)

 ◄【图 2】应用于工业机器人中的触觉传感器 
(图源：https://www.cnbeta.com/)

背景介绍

 ) 什么是触觉传感器

触觉是人类皮肤的一项重要功能，它可以通过物理接触

来实现与周围环境的互动。触觉感受器通常基于触摸 /压力

检测，实现对外部刺激的反应，如压力、弯曲、拉伸和温度

变化，从而识别接触的物体。

触觉传感器是用于机器人中模仿触觉功能的传感器。它

的原理并不复杂，就是通过向一个一个具有“触觉”的阵列

化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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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让假肢获得接近真实的触觉；目前假肢可以让截肢者拥有部分功能但是并不能获得触觉，而触觉传感

器可以通过模拟皮肤中的神经元传导信号，即“电子皮肤”；

2）力传感器赋予工业机器人手腕触觉，可以感知机器人和机台的所有力，富士康于 2017年引入数千机器

人取代工人更是证明了未来制造业采用工业机器人是大势所趋；

3）触觉传感器应用于仿生机器人，它们可以在严苛的工作环境下进行作业，替代人类但同时又可以获

得相应的感知数据；

4）柔性触觉传感器，近年来便携式智能电子产品发展日新月异，出现了众多多功能的可穿戴设备。而穿戴

式触觉传感器是可模仿人与外界环境直接接触时的触觉功能，主要包括对力信号、热信号的探测。除此

之外，触觉传感器的适用范围在未来将大大拓宽，在人机交互系统、智能机器人、移动医疗等领域具有巨

大的应用前景 [3]。

施以压力，产生电流，再向机器人传输二进制信号，并通过更高层的算法实现软件和硬件的协同反应，进而实现触觉操作

的反馈，以及输入和输出。

 ) 触觉传感器的应用场景

 ) 柔性触觉传感器的发展现状

 ▲【图 3】 (a) 触觉传感器在性能方面的进展 ; (b) 多模态、自供电、无线传感集
成平台的设计；(c)触觉传感的最新应用 [5]

传统触觉传感器的感知性能不足以

实现高灵敏度、高空间分辨率和快速响

应时间的需求。另外，由于使用刚性材

料，如硅和金属薄膜，其很难实现柔性

情景下的应用。

在过去的十年里，纳米材料和

微 / 纳米制造领域的巨大进步加速了柔

性触觉传感技术的发展。目前已经开发

了基于电阻、电容、压电和摩擦电的不

同类型的触觉传感器 [4]。并且通过改进

新材料、设计和制造方法的几种方法来

提高传感器性能， 包括灵敏度、检测

范围、线性度、响应时间、空间分辨率，

并开发了新功能，例如多向力检测和环

境屏蔽效应。

除了性能的提高，触觉传感器与

各种功能组件的集成同样极大的关

注 :(1)开发用于同时检测应变、温度、湿度和压力的多传感器系统，以改善人与机器之间的交互；(2)利用自供电传感器或

柔性储能装置实现持续触觉传感系统；以及 (3)将无线通信模块集成到触觉传感器上，以实现信号处理和数据实时传输 [6]。

而触觉传感器最有前途的应用是人机交互系统，它允许人类通过触觉与人或机器交流。具有触觉传感器和显示器的触

觉反馈系统可以实现精细和复杂的操作，例如，易碎物体的操纵和材料特性的研究。此外，可穿戴触觉传感器有望在虚拟

现实 (VR/AR)通信中作为实时交互设备发挥重要作用，这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技术 [7]。

目
前
触
觉
传
感
器
主
要
应
用
于
四
个
方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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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触觉传感器的传导原理

触觉传感器将施加的压力转换成电信号，通过测量信号的变化来帮助检测压力的大小和方向。触觉传感器中最广泛使

用的机制包括电阻型、电容型和压电型。最近，基于摩擦电效应的触觉传感器由于其简单的结构和能量收集能力而引起了

广泛关注。基于不同的材料和结构，这些转导机制中具有独特的特征 [5,8]。

 ▲【图 4】四种典型传导机制示意图 (a) 电阻式 ; (b) 电容式；(c)压电；(d)摩擦电 [8]

电阻式触觉传感器的基本原理是将外部压力转换成电阻的变化。与传统压阻传感器不同，电阻
传感器依赖于接触电阻的变化。电阻式触觉传感器的活性材料处于两个电极之间或在堆叠一对面内
电极上。活性材料通常是由导电材料和基质组成的复合材料。当向传感器施加压力时，多孔基质中
导电材料之间的接触或导电材料与电极之间的接触面积增加，从而显著降低电阻。电阻式触觉传感
器具有灵敏度高、器件结构简单、制作工艺简单等优点，但具有高功耗的缺点。

电容式是触觉传感中最常用的机制之一，其主要原理是将压力转换成电容变化。电容式触觉传感
器的结构是在两个平行电极之间夹入介电层。在所施加的电压下，电极上相反的电荷产生电容器和相
应的电容 (C)可以表示为 C= ε0εrA/d，其中 ε0是真空的介电常数，εr是介电层的相对介电常数，A是两
个电极之间的重叠区域，d是电极之间的距离。由于几何变化，触觉传感器的电容可以在压力下改变。
电容式触觉传感器具有低功耗、温度无关性和抗信号漂移稳定性。然而，它们容易受到电磁干扰，并且
需要复杂的测量电路。

压电触觉传感器的基本原理是基于压电效应，是由于电偶极矩的变化而产生电压。压电传感器

通常由两个平行的电极和它们之间的压电材料组成，外部压力导致压电材料变形。导致偶极子密度

的变化，从而产生电压，可以通过测量电压来检测所施加压力的大小。压电触觉传感器能够表现出

高灵敏度和优异的动态响应，是振动检测和纹理表征等动态压力检测的理想选择。而其对于静态压

力的检测是有限的，因为压电效应仅在施加的刺激改变时产生。

(1) 电阻式触觉传感器

(2) 电容式触觉传感器

(3) 压电触觉传感器

化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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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触觉传感器的性能指标与设计策略

表 1. 人体皮肤的压力感应特性 [8]

(1) 灵敏度

灵敏度是触觉传感器的主要参数之一，因为它与较低的检测极限和施加压力之间的细微差别有关，对于细微压力检测
和测量精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压力传感器的灵敏度是根据输出信号 (如电流、电容和电压 )响应外部刺激的相对变化来
测量的。提高灵敏度广泛使用的策略包括微结构工程与传感材料接触的显著变化。

(2) 探测范围和线性度

探测范围是设计触觉传感器的另一个关键参数，具体依赖于应用需求。例如，人体产生的压力从细微的呼吸压力 (<1kPa)

和脉动压力 (1kPa–10kPa)到巨大的触摸和运动压力 (>10kPa)不等。因此，对于触觉传感器，需要在大范围的压力下实现高
灵敏度。线性度表示信号相对于施加的刺激的比例，高线性度有利于信号处理和校准。传感器需要在灵敏度和线性工作范
围之间进行权衡。

(3) 响应时间与迟滞

响应时间决定了传感器响应外部刺激获得稳定输出信号的时间，这在实时动态应用中至关重要，例如压力绘图显示和
即时用户交互系统。对于基于聚合物材料的电阻和电容传感器，聚合物的粘弹性是响应缓慢的主要原因，因为聚合物链的
变形和恢复需要时间。使用非聚合物材料，或通过额外的自由体积空间来减少聚合物变形的结构设计，可以解决粘弹性问
题并提高传感器的响应速度。
迟滞决定了施加和释放压力时输出信号的不一致性，并且可以被定义为滞后程度 (DH) =(Aloading－ Aunloading)/

Aloading× 100%。滞后的减少对于触觉传感应用是重要的，因为加载 /卸载状态会产生信号差异，从而导致测量不准确，
需要额外的电路和处理来补偿。滞后产生于多种机制，例如弹性体的粘弹性、导电材料和聚合物基体之间的弱界面粘附以
及接触弹性体表面之间的表面能等。

(4) 空间分辨率与串扰

触觉传感器阵列的空间分辨率决定了能否识别或操纵复杂触觉信息，目前已经通过传感器与信号处理电路的设计等方
法，提高触觉传感器阵列的空间分辨率。然而，对于高密度传感器阵列而言，减少来自相邻单元的信号干扰是一项挑战，
串扰会显著降低测量精度。目前多项研究报道了通过选择合适的材料与合适的传感器结构，或是通过有源晶体管矩阵与传
感器的集成，实现了电气串扰的减少。

设计触觉传感器时，应考虑灵敏度、检测范

围、响应时间和空间分辨率等性能参数，以从“传

感器 - 对象”获得精确信息。性能要求高度依赖于目

标应用程序，因此很难提供具体的要求。然而，人类皮

肤的压力感应特性可以是很好的参考 (表 1)。为了实

现理想的触觉传感器，必须考虑线性、滞后、串扰等 [5]。

摩擦发电机 (TENG)于 2012年开发，基于摩擦电效应和静电效应的耦合。由于其简单的结构、易
于制造和可扩展性，TENGs在光收集和传感器领域具有巨大潜力。TENGs由两种具有不同电负性的材
料组成，被电极覆盖，并通过它们之间的接触和分离过程产生电压。与压电触觉传感器类似，摩擦电传
感器的输出信号取决于压力的大小和频率，这使得它们适用于动态压力传感。

(4) 摩擦电触觉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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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总结与展望

近年来，触觉传感器由于其多样的应用场景被广泛研究。由于新材料和微纳工程领域的发展，柔性触觉传感器有了相

当大的发展 [9]。在未来的研究中，针对柔性触觉传感器需要进一步考虑以下问题：

1)在保证机械灵活性的同时，触觉传感器不应阻挡皮肤或器官的生理活动。应该研究具有高级功能的高性能触觉系统，

例如生物相容性和降解性。

2)需要对设备环境稳定性进行检验。在设计系统时，应进一步考虑人机交互系统的环境可靠性以及生物相容性的封装

技术。

3)为了集成传感器件的工业化应用，应该研究具有成本效益、可扩展制造方法的高级、大面积集成器件。

4)触觉传感器和人机交互系统的研究应与信号处理和计算相适配，使其能够从日常活动的嘈杂、混合信号中实时提取

有意义的数据，包括准确检测运动、生物信号和即时 VR/AR通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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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观察生活的小 A：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沸腾现象，发
出呜呜声的开水壶、热气腾腾的火锅中间不断向上的鼓泡。化学实验中，
我们也能观察到，当过热液体被继续加热时，沸腾会骤然而剧烈地发生，
也就是暴沸现象。这时我们往溶液中加入沸石，就可以缓解这一现象，其
中蕴含着什么科学原理呢？ 

平平无奇的化学博士 Z：首先要明确沸腾和暴沸两者的区别，在《大学物
理学手册》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由于过热液体内部的涨落现象，有些地方
的分子具有足够高的能量，可以彼此推开而形成极小气泡。当过热液体温
度远高于沸点时，这些极小气泡内的饱和蒸汽压就高于外界的压强，气泡
会特别迅速地长大，发生暴沸。一般我们煮开水时，水中会溶解许多空
气，在加热时，溶解的空气会逸出，促进上下温度均衡的同时，水蒸气也
可蒸发到空气气泡中，到达正常沸点时，蒸汽压力等于外压，能够平稳沸腾，
不会产生过热液体。

爱观察生活的小 A：原来是这样，那只要能把“多余的能量”及时而有效
的传递出去，不让液体“过热”，就能从根本上解决暴沸问题了。但加入
沸石能是什么道理？

平平无奇的化学博士 Z：只有液体中存在汽化核时，高于沸点的液体才能
围绕汽化核进行汽化形成气泡，这就是液体沸腾。再提醒一句，在液体接
近沸腾时不能临时补加沸石，否则液体会突然释放出大量气体，此时高温
液体喷出将造成危险。如果忘记提前加入了，必须先将加热装置关闭，冷
却一段时间后，待加热液体温度低于沸点再将沸石加入。

沸石这一名字最早来源于 1756年，在希腊文中意为沸腾（zeo）的石头
（lithos），由瑞典的矿物学家克朗斯提（Axel Fredrik Cronstedt）发现，
因其在灼烧时会产生沸腾现象 [1]。现泛指一类种类繁多但统一的天然或人
工合成的结晶铝硅酸盐及相关化合物，这些化合物具有框架结构，内含明
确的微孔，能够根据分子的大小和形状吸附和区分分子。加入沸石能够防
止暴沸的关键点就在于能够成为气化中心。

“沸 石 ” 真 的 会 沸 腾 吗

爱观察生活的小 A是一个善于发现日常中美丽科学问题的实习记者。而平平无奇的化学博士 Z是一个每
天都在想着如何防止脱发的在读化学博士。本该人生轨道没有任何交际的他们，因为对彼此职业的欣赏和好
奇相识了，旨在对日常生活中的化学知识进行探讨，下面对他们日常采访谈话进行了记录：

 ▲【图 1】日常生活中煮开水 
(来源于网络 )

 ▲【图 2】脱水 NaA 沸石晶体结构
框架的顶视图 [2]

作者：高好好；Email：nxgao@ciac.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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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专栏

爱观察生活的小 A：真是神奇的
大自然力量，人们能从中吸取
许多创造灵感呢，另外，我还
注意到，沸石又被称为沸石分
子筛，这两者又有什么区别呢？

平平无奇的化学博士 Z：虽然
沸石可以在自然界中找到，
但第一个合成沸石——铝硅酸
盐丝光沸石 (MOR 型 ) 是在
1948年R. M. Barrer报道的 [3]。
分子筛是一种在分子尺度上具
有有序孔道的封闭体系 [4]，一
方面，分子筛的通道可以调节
分子的扩散，导致分子运输的
明显差异，实现择形催化。另一方面，分子筛孔道或笼内的局域电场可以作用于客体分子并改变其能级。沸石是
分子筛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因此“沸石”和“分子筛”这两个词经常被混用。

爱观察生活的小 A：看来化学也是源于自然，服务于生活呀！

平平无奇的化学博士 Z：是呀，沸石不仅仅可应用于化学实验中，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也处处可见它的身影。其具备
着吸附分子、离子交换、耐酸耐碱耐热等特质，可用于空气、水质的净化、土壤修复、石油化工催化重整等等场景，
并且不会造成二次污染的问题。故沸石也有“生命之石”的美称。

参考文献：

[1] Prech J, Pizarro P, Serrano D P, et al. From 3D to 2D zeolite catalytic materials[J]. Chem Soc Rev, 2018, 47(22): 8263-8306.
[2] Li H, Qiu C, Ren S, et al. Na+-gated water-conducting nanochannels for boosting CO2 conversion to liquid fuels[J]. Science, 

2020, 367(6478): 667-671.
[3] Barrer, R. M. 435. Syntheses and reactions of mordenite. J. Chem. Soc. https://doi.org/10.1039/JR9480002158 (1948).
[4] Chai Y, Dai W, Wu G, et al. Confinement in a Zeolite and Zeolite Catalysis[J]. Acc Chem Res, 2021, 54(13): 2894-2904.
[5] https://mp.weixin.qq.com/s/PunyDUFc-nO2I5AmaaqfvQ

下期预告：
可能是谈“低碳水饮食减肥”有无科学依据，也可能

是“防脱发的奥义在哪”，这主要取决于大家（化学通讯
读者和编辑部老师们）的意愿，以及平平无奇的化学博士
Z的实验安排和面临的毕业压力。有一篇是一篇，且看且
珍惜！万一火了呢？若大家在微信后台留言给我们一点意
见也将会很感激 ~ ▲【图 4】也许是下期预告的图

 

（来源于网络）

 ▲【图3】沸石的应用领域 [5]

化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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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专栏

一、胶片成像原理

即时相机胶卷与普通相机胶卷几乎相同，又有一些组成

成分的区别，在我们讨论这些重要的区别之前，先简要地介

绍一下胶片摄影的一般原理。

普通胶片由涂有卤化银颗粒的塑料基材组成，胶片的基

本原理是当相机快速地将胶片涂层暴露在场景的光线时（通

常一秒钟不到），光子照射在胶片涂层上发生化学反应使卤

化银还原为银原子。

咔！女生眼中的宝藏相机“拍立得”是如何工作的

虽然手机相机和数码相机越来越流行，但一种古老的相机依然在世面上十分流行，因其立刻能出照片的

特点尤其深受现代女生的喜爱，它就是“拍立得”，亦称“即时相机”（Instant Camera）。

 ▲【图 1】立即成像的拍立得 (图源于网络：https://www.beauty321.com/post/31754)

1947年，一位名叫埃德温·兰德

（Edwin Land）的发明家向世界介绍了

一项非凡的创新——一部在几分钟内

自行成像的相机。这种新的即时相机

技术对兰德工作的宝丽来（Polaroid，

拍立得同音）公司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

功。1949年，宝丽来仅相机一项业务

销售额就超过 500万美元！在接下来

的 50年里，该公司开辟了巨大的市场，

销售了数百万台即时相机和超过 10亿

卷即时胶卷。

 ▲【图 2】风靡全球的宝丽来相机 
(图源于网络：https://eu.polaroid.com/products/onestep2-

polaroid-camera)

虽然立时成像这看起来很神

奇，但过程实际上非常简单，本文

中将介绍在我们等待拍立得照片图

案出现时，相机中实际发生的情况。

作者：嘻歪歪；Email：yychu@ciac.ac.cn

INSTANT
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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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胶片是一层银化合物，而彩色胶片是三层。

在彩色胶片薄膜中，顶层涂层对

蓝光敏感，第二层对绿色敏感，底层

对红色敏感。所以当我们曝光胶片时，

每一层的敏感颗粒都会对相应颜色的

光做出反应，从而形成光和颜色图案

的化学记录。

把它变成一个图片，需要将化学显

影剂将暴露的颗粒变成金属银，然后

用三种含有不同染料成色剂的染料显

影剂处理薄膜，三种染料颜色分别是：  ▲【图3】彩色胶片基本组成示意图 [3]

具有开链状酰基乙酰芳胺的结构，能与彩色显影剂氧化产物生成黄色偶氮甲碱染料 [4]。例如：

具有 1，3-取代 -5-吡唑酮的结构，能与彩色显影剂氧化产物生成品红色偶氮甲碱染料 [4]。例如：

具有苯酚或 1-萘酚的结构，能与彩色显影剂氧化产物生成青色吲哚苯胺染料 [4]。例如：

在普通的印刷胶片中，染料成色剂附着在已曝光的颗粒上，而在彩色胶片中，染料成色剂附着在非曝光区域。

显影后的彩色胶片形成一个负像——颜色与原始场景中的颜色相反。在胶片中，附着在未曝光区域的两种染料结合形

成在曝光层捕获的颜色。

黄色（绿光和红光的组合）

洋红色（红色和蓝色光的组合）

青色（绿色和蓝色光的组合）

这些染料显影剂的每一种都与薄膜中的一个颜色层发生反应。

化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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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相机显影过程以与胶片相同的基本方式组合颜色，

但显影化学物质已经存在于胶片本身中。

即时相机胶卷具有对不同颜色的光敏感的三层颜色层。

在每个颜色层下面，有一个含有染料成色剂的显色剂层。所

有这些层都位于黑色基础层之上，图像层、计时层和酸层之下，它们静静等待化

学链式反应的启动。

使反应进行的成分是试剂层，该试剂是遮光剂（阻光剂）、碱（酸中和剂）、

白色颜料和其他元素的混合物，它位于感光层的正上方和图像层的正下方。

在我们拍照之前，试剂材料全部收集在远离感光材料的塑料薄膜片边缘处，

避免胶片在曝光之前显影。

当咔的一下按下拍立得的快门，胶片则会通过一对滚筒从相机中出来。

滚筒像擀面杖铺开面团一样，将试剂材料铺到薄膜片的中间。当试剂散布在

图像层和感光层之间时，它会与胶片中的其他化学层发生反应，遮光剂材料能过

滤光，所以在胶片显影之前我们并不能看到图案。

当试剂层向下穿过各层，每一层中暴露的卤化银颗粒变成金属银，然后溶解显影剂染料，使其开始向图像层扩散。而

每层暴露在光线下的金属银颗粒区域，则抓住染料，使它们停止向上移动，只有

未曝光层的染料会向上移动到图像层。

例如：绿色层曝光，则没有品红色染料会使其进入图像层，但青色和黄色会。

这些颜色结合在一起，在图像表面形成了一层半透明的绿色薄膜。试剂中的白色

颜料反射的光穿过这些颜色层，就像灯泡发出的光穿过载玻片一样。

与此同时，酸层同试剂中的碱和遮光剂发生反应，使遮光剂变得透明，这就

是最终使图像可见的原因。计时层则减缓试剂到达酸层的速度，使胶片有时间在

曝光之前显影。

通过这样巧妙的设计我们就能看到即时摄影最酷的事情之一——图像慢慢地

在我们眼前形成，而这实际上是被清除的遮光剂所导致的错觉。

[1] 黄仁清, 柯达新一代彩色胶片用照相有机物的最新进展. 感光材料, 1992(03): 第12-18+6页.

[2]  何俊毅, 黑白传统影像的形成、冲洗和打印. 信息化建设, 2015(12): 第39页.

[3] https://science.howstuffworks.com/innovation/everyday-innovations/instant-film.htm

[4] http://www.baiven.com/baike/223/311817.html 

[5]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hotographic_film#Film_basics 

 ▲【图 5】拍立得的工作原理示意图 [3]

例如，如果绿色层被曝光，黄色和青色染料将附着在绿

色层的任一侧，但品红色染料不会附着在绿色层上，黄色和

青色结合形成绿色。

 ▲【图 4】显影前的负像与显影后的彩色胶片 [5]

二、瞬时成像的原理

 ▲【图6】瞬时成像的胶片示意图 [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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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电池可分为以下五种：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

(PEMFC)、碱性燃料电池 (AFC)、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

(SOFC)、磷酸盐型燃料电池 (PAFC)和熔融碳酸盐燃料电池

(MCFC)。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燃料电池为质子交换膜燃

料电池，它是一种将氢能转化为电能的发电机，由于其具有

运行温度低和易于在便携式紧凑系统中制造的特点，因此，

被认为是一种很有前途的候选电化学装置之一。尽管质子交

换膜燃料电池技术不断的进步，其广泛的商业应用仍受其高

昂的成本限制。碱性燃料电池是研究较早的一种燃料电池技

术，其氧电极在碱性电解质的极化要比在酸性电解质的极化

小得多，还可以用非贵重金属作为催化剂，结构材料价格比

较低廉。可以通过对氢燃料量的控制，实现对其发电量的

控制。在各类燃料电池中，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和熔融碳

酸盐燃料电池由于其工作温度高，可直接应用于大型发电

厂。磷酸盐型燃料电池是以磷酸为电解质，其工作温度约为

“氢能战略下”燃料电池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
作者：百晓生；E-mail:1433754777@qq.com

 ▲【图1】 燃料电池的工作原理示意图 [1]

200~250 ºC，主要应用于热电联产，电化学转换效率约为 55%。 

燃料电池的分类

表 1. 燃料电池的分类及基本特性 [1]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问题也成为当前需要迫切解决的难题。氢能作为一种环保的、
能量转换效率高和可替代能源载体而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在当前的商业应用中，燃料电池是实现氢
能规模普及的重要途径。燃料电池是一种把化学能直接转换成电能的化学装置，它是继水力发电、热
能发电和原子能发电之后的第四种发电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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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为例，一

个典型的单体燃料电池是由具有微孔

层 (MPL)、催化剂层 (CL) 和质子交

换膜 (PEM) 的气体扩散层 (GDL) 所

组成的膜电极 (MEA)和双极板 (BPs)

组成。燃料电池在工作过程中，处了产

生所需的电能外，电化学反应还会产

生水和热能，这将影响燃料电池的运

行状态。通过水热管理系统可以优化

燃料电池的使用寿命，提升它的最佳

运行状态。然而，膜电极是决定燃料

电池性能的关键组件，为了提高质子

交换膜燃料电池的功率密度，推进其

更广泛的商业化应用，制备性能更高、

耐久性更好、成本更低的膜电极具有

重要意义。GDL 是碳纸组成，在气

体扩散、机械支撑和传导电子中起着

重要的作用。在未来几年里，由于碳

纸的高导电性、优异的机械强度和耐

化学腐蚀性以及在制造成本方面的

优势，将有望继续成为 G D L s 的不

二选择。目前，PEM 应用最为广泛的

是全氟磺酸 (PFSA) 膜，该膜在低湿

度条件下具有更高的质子导电性和良

好的电化学稳定性和机械稳定性。然

而，为了进一步提高燃料电池的功率

密度，通常是将质子交换膜减薄，在

这个过程中，对质子交换膜的机械强

度和电化学稳定性提出来更高的要求。

CL 中催化剂的比活性或质量活性是

决定其燃料电池的最大功率密度，目

前，催化剂的主要设计方法是改善催

化剂结构，例如将催化剂进行合金化

和纳米化，使其形成核壳结构、纳米

框架、纳米线、纳米晶。另一个影响催

化剂层 (CL) 性能的因素是离聚物在

催化层中的分布，它们的分布对离子

电导率和催化剂的利用率有显著影响。

因此，开发稳定性高、保水性能优异

和低溶胀的离聚物对制备耐久性和性

能优良的 MEAs 具有重要意义。

 ▲【图2】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的组成结构 [3]

燃料电池的关键组件

化学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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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电池的技术难关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燃料电池的发展方向

因此，燃料电池未来的发展应集中于寻找可替代的廉价高效的催化剂材料及提高电池的使用寿命等方面，同时，应该

加强对氢气的储存及运输进行重点改善。 

绿氢的制造成本较高等。

[1] 李鸿鹏 .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系统建模及控制方法的研究与实现[D].天津理工大

学,2017. 

[2] 管庆朋.燃料电池的发展现状与未来方向研究[J].河南科技,2018(01):143-144. 

[3] Jiao, K., Xuan, J., Du, Q. et al. Design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proton-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s. Nature 595, 361–369 (2021). 

[4] Choi S, Jeon J, Chae J, et al. Single-Step Fabrication of a Multiscale Porous Catalyst Layer 

by the Emulsion Template Method for Low Pt-Loaded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Fuel 

Cells[J]. ACS Applied Energy Materials, 2021, 4(4): 4012-4020. 

[5] 林珺.浅析(氢)燃料电池在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领域的前景[J].就业与保障,2019(13):28-

30. 

[6] 陈开明,王红钢.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的发展及技术关键[J].中国科技财富,2008(09):106-

107.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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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由于铂资源稀缺，导致催化剂成本居高不下；

质子交换膜的耐久性还需进一步改善；

氢气的贮存和运输效率较低，安全性不足；

加氢站的数量较少，成本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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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科技的进步，现代医疗卫

生领域也取了重大进展，但术后感染

依旧对人类健康构成严重的威胁。手

术部位感染 (SSI) 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约

占医院获得性感染的 31%。尽管感染

的可能性取决于患者年龄、健康和卫

生等内在因素，但外在因素依旧起着

重要作用。如医用植入物种类繁多、

数量庞大，包括导管、支架、缝合线

和骨科植入物，这些植入物与身体组

织保持密切接触。在手术过程中，周

围环境的细菌可能会进入手术部位并

附着在医疗设备和植入物上，从而造

成很高的污染风险。并导致慢性感染、创伤和医疗支出增加 [1]。

手术缝合线是用于伤口闭合的最广泛使用的医疗器械。在使用过程中，缝线可能会暴露于环境中存在的微生物，导致细

菌生物膜形成，并导致手术部位感染。聚合物基材的手术缝合

线在微生物抑制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有必要开发能够排斥和抑

制细菌在其表面粘附和定植的缝合线。药物洗脱缝合线已被提

议作为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目前，生物活性剂正通过各种方

法掺入聚合物材料中，包括共混、复合、表面功能化和涂层以

提供抗菌手术缝合线。但是，这些方法中都有其优点和缺点。

根据基材的性质，必须选择合适的加工技术 [1]。

理想的缝合线不仅能避免负面反应，还能保持无菌环境

并促进愈合过程。可吸收缝线是一种在身体组织中降解为可

溶产物并从植入部位消失的缝线，通常在 2 到 6 个月内消失。

不可吸收的缝合线抗生物降解，被包裹在纤维鞘中，并作为

异物保留在组织中，除非它被手术切除或挤出 [3]。

1970年初，聚乙醇酸成为第一个合成的可吸收缝合线，

具有更高的拉伸强度。缝合线尺寸、拉伸强度、刚度等物理特性，机械特性对于缝合线选择很重要，以避免在使用过程中

出现意外断裂。缝合线的主要功能是将组织固定在一起。它不应该在愈合完成之前中断。缝合线的强度也是术后期间的一

个主要问题。缝合线应能够承受打结过程中施加的力。

聚合物基手术缝合线的常见制备方法
作者：amier；Email：350074745@qq.com

 ▲ 【图1】手术缝合线作用及效果 [2]

 ▲【图 2】手术缝合线性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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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在不同的体外和体内条件下七种不同缝合材料
表 1 Commonly used sutures and their properties (Altman et al., 2003; Williams et al., 2010; Pillai and Sharma, 2010; Tjandra et al.，2006).

如今，人们对使用缝合线输送生物活性剂、细胞和生物材料的潜力进行了深入探索。近些年，具有特定特性的缝合线

的设计和制造一直是一个非常热点的方向。以下总结了用于将药物掺入缝合线的不同技术。

表 2.几种手术缝合线制备方法的比较
Table 2 Dilferent techniques employed for incorporating drugs onto suture (Padmakumar et al., 2016; Weldon et al., 2012; Chen et al., 

2012; Li et al., 2013; Catanzano et al., 2014; Lowe et al., 2012; De Simone et al., 2014; Gupta et al., 2008).

1.  静电纺丝：固体或液体药物可以掺入电纺纤维中，使药物在体内缓释。

 ▲【图3】静电纺丝制备方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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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熔纺 : 熔体纺丝适用于可熔化的聚合物。熔体纺丝避免使用有机溶剂进行加工。

 ▲【图4】聚合物熔纺法 [5]

3. 浸涂： 通常将生物活性分子或治疗

剂涂覆在缝合线上。这是一种相对简

单的技术，通常用于抗菌缝合线。在

浸涂中，缝合线在药物或生物材料中

浸渍一段时间，然后干燥。

4. 辐射接枝：聚合物缝线最初在真空中或在惰

性气体存在下进行辐照，由此产生自由基。将合

适的单体嫁接到这条缝线。此后将移植的缝合线

浸入药物溶液中。

 ◄【图 6】辐射接枝法制备 [7]

 ►【图5】浸涂法制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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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几种方法是常见的手术缝合线制备工艺，伴随着越来越多新材料的合成和新型工艺的产生，科学家们制备出来了
越来越多的手术缝合线，而且加工工艺也日新月异。聚合物在制造具有良好机械性能的生物相容性和可靠的药物输送装置
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具有所需生物或化学功能的工程聚合物的易用性使其成为生物医学应用的合适和首选。最近已经探索
了使用聚合物缝合线递送治疗剂或药物的潜力。研究集中在开发具有改进功能的缝合线，同时又不影响缝合材料的
质量。研究人员提出了涂有抗生素或其他抗菌药物的抗菌缝合线。要制造具有多功能特性的工程表面的高质量缝合线，将
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非常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将缝合材料的形态、结构和特性与药物结合能力和释放曲线相关联。

电磁屏蔽材料发展趋势
作者：amier；Email：350074745@qq.com

随着 5G技术、人工智能、物联网、

大数据的快速发展及其在无人系统、高

速通信、工业互联网、未来能源、航空航

天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信息技术的发展

水平已成为综合国力的体现。然而，电子

设备在运行过程中会对外界产生不良的

电磁干扰（EMI），影响附近电子设备的

正常运行 。因此，迫切需要高效的 EMI

屏蔽材料来衰减电磁波，以保护电子设
 ▲【图 1】传统金属的EMI屏蔽材料。(图来自百度 )

备的正常运行和人体健康。在此背景下，致力于各种高性能 EMI屏蔽材料的发展已成为研究的热点。以下将介绍常见 EMI

屏蔽材料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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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金属材料。为了实现 CPC 的高性能 

EMI 屏蔽，需要大量的导电填料来形

成足够的屏蔽网络。高含量的导电填

料通常会导致机械劣化、成本增加和

加工困难。况且导电聚合物复合材料

的机械性能和热稳定性差等缺点限制

了它们的进一步应用。

材料的屏蔽能力微观上依赖于电

磁波（EMW）的反射和吸收。随着

屏蔽材料的不断发展，研究热点已经

从金属材料、本征导电聚合物发展到

CPC。事实证明，导电网络的构建与

微波衰减能力密切相关。因此，CPC

的 EMI屏蔽从宏观角度取决于填料的

选择和结构设计。一般来说，导电填

料可分为金属填料、碳填料和本征导

电聚合物。金属填料（Ag、Cu、Ni、

LM、MXene等）可以赋予 CPC 高效

的 EMI 屏蔽材料，因为它们具有极高

的导电性。 然而，由于价格昂贵、密

度大、不稳定等原因，在实际应用中

仍然存在限制。碳填料（CNT、CB、

rGO、GE、CNF等）因其密度低、导

电性高而成为应用最广泛的填料之一。

本征导电聚合物（PANI、PEDOT 等）

也可用作 CPC 的导电填料，用于 EMI 

屏蔽。此外，导电填料的尺寸对 CPC

的 EMI屏蔽也很重要。一般来说，二

1.传统的金属材料（如银、铜、铁、

镍等及其合金）常被用作 EMI 屏蔽材

料，常见的包括高导电金属，如铝箔、

铜箔，其中表面反射是主要的损耗机

制 。然而，金属的高密度、易腐蚀和

柔韧性差使其难以满足理想的 EMI

屏蔽材料的要求，限制了其在小型智

能电子产品中的广泛应用。即具有重

量轻、屏蔽效率高、带宽宽、耐腐蚀性

能好等特性成为了 EMI 屏蔽材料的

研究方向。

2.导电聚合物复合材料 (CPC)由

于其重量轻、机械柔韧性高、耐腐蚀

性好、加工成本低等优点，成为了代

替传统金属屏蔽材料的最好的解决方

案之一。此外，与金属基屏蔽材料相比，

CPC 表现出低表面反射，在伪装和隐

身技术等军事应用中更受欢迎。导电

聚合物复合材料是指在聚合物基体中

加入导电填料，通过一些特定的加工

工艺获得的具有 EMI 屏蔽性能的多

相复合材料。在 CPC常用导电填料主

要包括金属材料，本征导电性材料和

碳材料。其中，碳材料具有质量轻、同

素异形体众多、力学性能好等特点，

在 CPC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

不幸的是，由于 CPC 的导电性较

低，CPC 的 EMI 屏蔽效率 (SE) 通常低

 ◄【图 2】CPC用于具有多种界面结
构的 EMI屏蔽，如隔离、多层 /夹层、
泡沫 /多孔结构等 [1]

维填料在零维、一维和二维填料中表

现出最优异的 EMI 屏蔽性能

3.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由于其低密

度、耐腐蚀、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和良

好的可加工性，已广泛应用于 EMI屏

蔽领域。然而，大多数聚合物基体本

身具有绝缘性，严重限制了在电子产

品、新能源汽车、医疗设备、柔性电

路板等对 EMI屏蔽要求高的领域的应

用。目前，研究人员通过将导电填料

与树脂基体复合，有效解决了聚合物

基复合材料 EMI屏蔽性能差的问题。

同时，碳纳米管、石墨烯、金属纳米

线 /颗粒和 MXene 已被广泛用作聚合

物基复合材料的导电填料。

然而，目前的聚合物基复合材料

与金属材料相比，存在导电率低、EMI

屏蔽性能差等缺点。如何通过高效的

结构设计提高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

EMI屏蔽性能已成为亟待解决的技术

难点和科学问题。除了导电填料的用

量和类型对聚合物基复合材料的 EMI

屏蔽性能有显着影响外，复合材料的

结构设计和导电填料在树脂基体中的

分布取向也同样重要。到目前为止，

关于聚合物基体 EMI 屏蔽复合材料的

不同结构类型的研究很少。

4.碳材料，如石墨烯、碳纳米管 

(CNT)、介孔碳、碳纳米纤维  (CNF)，

由于具有许多特点，包括低密度、天然

丰度、低成本、优异的导电性和出色的

机械性能，因此具有作为 ESM 的巨大

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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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碳纳米管复合材料的电磁屏蔽 [2]

[1] Wang M, Tang X H, Cai J H, et al. Construction, mechanism and prospective of conductive polymer composites with 
multiple interfaces for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shielding: a review[J]. Carbon, 2021.

[2] Guan Q F, Han Z M, Yang K P, et al. Sustainable Double-Network Structural Materials for Electromagnetic 
Shielding[J]. Nano Letters, 2021, 21(6): 2532-2537.

[3] Li Y, Tian X, Gao S P, et al. Reversible crumpling of 2D titanium carbide (MXene) nanocoatings for stretchable 
electromagnetic shielding and wearable wireless communication[J].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2020, 30(5): 
1907451.

因此，详尽回顾 MXenes在该领

域的应用和研究进展，有利于促进对

MXenes的深入了解，推动MXenes及

其MXenes/聚合物基 EMI屏蔽复合材

料的进一步突破和发展。

 ◄【图 4】MXene电磁屏蔽材料的研究
趋势 [3]

参考文献

5.与碳材料相比，二维层状过

渡金属碳化物、氮化物或碳氮化物

（MXenes）具有突出的 σ、突出的亲

水性和化学活性，相关研究发展极为

迅速。三维 (3D) 结构中重复反射和散

射的复杂界面提供了更长的导电路径，

因此更好地屏蔽了电磁波。然而，由于

MXenes之间的弱相互作用和较差的

凝胶化能力，很难通过 MXenes 的自

组装来构建具有优异机械性能的独立

3D结构。当用于 EMI 屏蔽时，MXenes 

通常被应用到具有优异机械承载性能

的聚合物基体中。然而，关于 MXenes 

在聚合物基体 EMI 屏蔽复合材料中的

应用的报道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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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电纺丝系统通常包含三部分：高压电源设备、带有喷丝头的溶液供
给设备、纤维收集器。静电纺丝设备相当简单，搭建起来也不难。高压设
备可以直接通过购买高压电源获得；一个注射泵，再加上普通注射器就可
组建成简单的溶液供给设备；简单的纤维收集器可以直接用一块金属板。
在静电纺丝中，高粘度是静电纺丝的前提。粘的聚合物溶液（或熔体，

后面为表述方便仅以溶液为例）装入注射器中，然后通过注射泵向外挤出，
溶液会由于表面张力在喷丝头聚集形成半球形，很显然，此时如果不加电源，
随着液滴聚集加大会从喷丝头掉落，然后重复聚集—掉落的过程。如果此时
喷丝头连接上高压电源，在高压电源作用下，半球形液滴表面会聚集电荷，
使得聚合物液滴受到电荷间的库伦斥力及电场力等静电力；随着电荷的积
累，在静电力和表面张力共同作用下，半球形液滴朝向纤维收集器方向发
生凸起变形，形成泰勒锥；随着静电力进一步增大，克服液滴的表面张力，
带电聚合物射流就会从喷丝头尖端喷射而出，随着在空气中溶剂的挥发形
成纤维（熔体为固化过程）并沉积到纤维收集器上 [5, 6]。
静电纺丝之所以更多应用于制造膜，这是因为在静电纺丝过程中，带电聚合物射流只在喷丝头附近能保持朝向纤维收

集器。在带电聚合物射流朝着纤维收集器飞的过程中，静电力使得带电聚合物射流变得不稳定，在空气中摆动十分厉害，
整体上看是一个朝向纤维收集器的锥形，最终随着溶剂的挥发而形成无取向的纳米级纤维 [5, 7]。

静电纺丝
作者：CHWH；Email：wenhaocheng@ciac.ac.cn

静电纺丝（electrospinning）是利用外加电场将聚合物
溶液（也可以是熔融态）生产为纳米级纤维的技术。由
于生产的纳米纤维是无序的，静电纺丝主要用于生产纳米
纤维膜 / 垫结构。静电纺丝的历史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
虽然关于静电力与溶液喷射的研究早已开始，但直到 1934

年，静电纺丝才正式诞生。当年，Formhals为利用聚合物
溶液进行静电力纺丝的方法及实验设备申请了专利，这
项专利是静电纺丝领域的重要专利，Formhals 也被认为
是静电纺丝技术的发明人 [1]。1969 年，泰勒研究描述了
静电纺丝过程，由于溶液表面张力与电荷斥力达到平衡
时产生的锥体——泰勒锥，这是静电纺丝中的一个重要
现象 [2]。1971 年，Baumgarten 设计了我们当前使用的静

1. 诞生与发展

2. 静电纺丝的过程

 ▲【图 1】静电纺丝纤维 SEM图

 ▲【图 2】常规的静电纺丝装置及泰勒锥 [5]

电纺丝设备的雏形 [3]。静电纺丝自诞生以来受到的重视不够多，到上世纪末，随着纳米技术的发展，静电纺丝才逐渐受
到广泛关注，electrospinning这个名字也正式出现了 [4]。直到现在，静电纺丝仍然是受到广泛关注的纳米纤维制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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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丝头的直径往往在几百微米或者毫米级别，那么静
电纺丝是怎么形成纳米纤维的？上个世纪人们认为是由于
聚合物射流存在同种电荷，电荷间的排斥作用导致聚合物
射流离开喷丝头不久发生了分裂，从而，从喷出后的一条射
流分散成若干条，这些聚合物射流继续分裂，越来越细，直
到溶剂挥发结束，纤维。然而进入 21世纪后，高速摄像机
的应用使人们发现不是这么回事，纳米纤维的形成与弯曲
不稳定性有关。
静电纺丝过程中存在三种不稳定性，一种与聚合物溶液

本身性质相关，叫做瑞利不稳定性（Rayleigh instability），另
外两种由聚合物射流所带电荷与静电场耦合引起，分别为轴
对称不稳定性（axisymmetrical instability）和弯曲不稳定性
（bending instability）。其中第三种不稳定性：弯曲不稳定性，
与纳米纤维的形成密切相关 [8]。
通过普通摄像机图片观察，带电聚合物射流从喷丝头

3 为何静电纺丝能形成纳米纤维？

 ▲【图 3】PEO静电纺丝纤维图像；A）普通摄像机下的静
电纺丝纤维；B）高速摄像机下静电纺丝纤维 [8]

喷出后，之后发散分裂成细小纤维朝向纤维收集器飞去，这
也是静电纺丝过程中人眼所观察到的现象，也是上世纪人们
所认为的；但是，在高速摄像机下观察，静电纺丝过程中带
电聚合物射流的形态与人们设想的不一致，射流没有分裂
而是一直保持一根的状态，肉眼看到的锥形纤维流是由于
带电聚合物射流快速摆动形成的，即弯曲不稳定性。随着带
电聚合物射流摆动幅度逐渐越大，导致带电聚合物射流的

拉伸，从而引起带电聚合物射流直径的减小，这一过程持续
到带电聚合物射流固化成纤维。但是，带电聚合物射流在静
电力下的分裂也可能会发生，部分聚合物溶液会存在带电
聚合物射流分裂的现象。弯曲不稳定性随着带电聚合物射
流电荷密度的增加和电场强度的增强而增强，但聚合物溶
液粘度和弹性力可以抑制弯曲不稳定性 [9]。

[1] Formhals. US, 1,975,504 [P/OL]. 1934-.
[2] Taylor G. ELECTRICALLY DRIVEN JETS [J].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Series a-Mathematical 

and Physical Sciences, 1969, 313(1515): 453-475.
[3] Baumgarten P K. ELECTROSTATIC SPINNING OF ACRYLIC MICROFIBERS [J]. Journal of Colloid and Interface 

Science, 1971, 36(1): 71-79.
[4] Huang Z M, Zhang Y Z, Kotaki M, et al. A review on polymer nanofibers by electrospinning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nanocomposites [J]. Composit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3, 63(15): 2223-2253.
[5] Li D, Xia Y N. Electrospinning of nanofibers: Reinventing the wheel? [J]. Advanced Materials, 2004, 16(14): 1151-

1170.
[6] Theron A, Zussman E, Yarin A L. Electrostatic field-assisted alignment of electrospun nanofibres [J]. Nanotechnology, 

2001, 12(3): 384-390.
[7]  Ramakrishna S, Fujihara K, Teo W-E, et al. Electrospun nanofibers: solving global issues [J]. Materials Today, 2006, 

9(3): 40-50.
[8] Shin Y M, Hohman M M, Brenner M P, et al. Experimental characterization of electrospinning: the electrically forced 

jet and instabilities [J]. Polymer, 2001, 42(25): 9955-9967.
[9] Greiner A, Wendorff J H. Electrospinning: A fascinating method for the preparation of ultrathin fibres [J]. Angewandte 

Chemie-International Edition, 2007, 46(30): 5670-5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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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体湖泊的污染（来自谷歌）

2001年全球消耗的 1500万吨表面活性剂中，近 0.5%

是合成皂和洗涤剂，在合成洗涤剂中，直链烷基苯磺酸

（LAS）表面活性剂的产量最多，约占总量的 18%。表面

活性剂。LAS 已应用于家用洗涤剂，如洗衣粉、洗碗液等

家用洗涤剂  。

洗衣操作中使用的洗涤剂含有表面活性剂，可去除受

污染纺织品上的污垢 /污垢。排放到环境中的过量表面活性

剂会消耗大量生物可利用的溶解氧，从而快速生物降解，导

致化学需氧量 (COD) 增加，从而破坏生态系统。

大多数表面活性剂最终会被释放到环境中，因为绝大

多数包含它们的消费品都作为一次性使用。研究者发现洗涤

剂对河口异养细菌种群的影响；随着表面活性剂浓度的增

加，水生细菌数量显着减少，表面活性剂对微生物的作用机

制取决于表面活性剂的性质。阳离子表面活性剂与细菌的

细胞质膜相互作用，而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与酶和DNA结合；

这两种影响都可能改变生物功能并对生物体产生不利影响。

非离子表面活性剂通过与各种蛋白质结合而显示出抗菌

活性，从而对细菌造成细胞损伤。这些表面活性剂是环境

作者：amier；Email：350074745@qq.com

人口增长导致许多国家对
废水处理的需求不断增加。地下
水对病原体的污染最近很普
遍。例 如，2002 年美国超过
50% 的疾病流行是由于地下水
对废水的污染。缺乏废水系统、
病原体通过有缺陷的废水处理
系统和化粪池被认为是地下水
对病原体造成污染的主要因素。
工业发展的其他后果之一是含有
人造有机物的废水进入环境，如
被洗涤剂污染的废水。

 ▲【图 1】生活常见的衣物洗涤（来自谷歌）

水体污染的罪魁祸首竟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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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性有机污染物，因为它们的生物降解非常缓慢。表面活

性剂释放到水生环境中会导致河流中形成泡沫，导致水氧

含量降低，从而导致水生生态系统的恶化和潜在的破坏水

循环通过阻碍蒸发。细菌的长期暴露在环境中的表面活性剂，

其通常在低浓度（低于致死剂量），也可导致细菌耐药性以

类似的方式与对抗生素观察。因此，表面活性剂在未来作为

抗菌产品的效果可能会降低。

在水生系统中，鱼类和贝类都会受到合成表面活性

剂的不利影响。在鱼类中，提供保护免受细菌和寄生虫

侵袭的外部粘液层被洗涤剂破坏；鳃也遭受严重损害。

研究结果表示，当洗涤剂浓度在 15 ppm 左右时，鱼类死
 ▲【图 2】市售常见洗涤剂种类（来自谷歌）

 ▲【图 3】洗衣粉（来自谷歌）

[1] Johnson P, Trybala A, Starov V, et al. Effect of synthetic surfactants on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potential for substitution 

by biosurfactants[J]. Advances in Colloid and Interface Science, 2021, 288: 102340.

[2] Rebello S, Asok A K, Mundayoor S, et al. Surfactants: toxicity, remediation and green surfactants[J].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letters, 2014, 12(2): 275-287.

亡率超过  50%；鱼卵仅在 5 ppm 的浓度下就被杀死。

此外，有研究显示 , 合成表面活性剂会抑制牡蛎和

贻贝的活性，还对斑马鱼的行为和发育及其幼虫变形的

不利影响，不但如此，表面活性剂对藻类、细菌、水蚤和

鱼类均有影响。使用斑马鱼作为动物模型并应用鱼胚胎

毒性试验来证明死亡率与表面活性剂浓度的关系。研究

者所有测试的表面活性剂泡沫均具有毒性。

在水生环境之外，阳离子表面活性剂（如溴化十六烷

基吡啶）已被证明对哺乳动物细胞具有毒性，会损害人

类淋巴细胞（白细胞的一种亚型）和兔角膜上皮细胞（保

护性屏障）角膜。表面活性剂，如农用化学品中使用的有

机硅类，也已被证明对蜜蜂有负面影响。有研究证明了三

种常见的有机硅表面活性剂对蜜蜂的口服毒性，表现为

对存活率的严重影响，而且还对蜜蜂嗅觉产生不利影响。

这是一个主要问题，因为蜜蜂是植物授粉的关键，因此

蜜蜂数量的减少可能导致食物短缺；一些政府已经将蜜

蜂列入濒危物种名单。

不仅动物和微生物已被证明受到与表面活性剂相关的

有害影响。有科研人员指出，这些分子会降低光化学能量转

换的效率，这一过程对植物生命至关重要。在农作物上使用

灰水可降低成本和水资源浪费；然而已有科学家从灰水中

检测到有表面活性剂的存在。发现表面活性剂对生菜造成

急性毒性。还指出，这些影响可以通过使用生物有机体分解

所研究的特定表面活性剂来减轻，尽管灰水中的所有表面

活性剂并非如此，但这些表面活性剂可能难以生物降解，并

对作物造成不利后果。

表面活性剂的毒性引起了世界范围的警觉，随后出台了

各种法规。人们仍然担心表面活性剂的生物降解性和生态

友好性。人们对表面活性剂在水生系统、陆地生态系统和

人类中的安全性依旧担忧。所以，在此，我们呼吁新时代的

科研工作者，不仅应致力于研究洗涤后污水的处理措施，而

且应该开发环境友好型洗涤剂，做到 0污染 0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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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醇不仅是塑料、胶水、油漆、建筑
材料等的重要化学原料，全球每年的生
产规模超过 7500 万吨，目前约占工业原
料的 30%。而且针对我国缺油、少气、富
煤的能源结构而言，大规模应用甲醇燃
料将大大降低我国原油对外的依赖度，
更好地保障我国能源安全，优化能源结
构和需求，进一步实现能源转型。
由诺贝尔奖获得者 George A. Olah

首次提出“甲醇经济”概念 [1]，Olah 声
称，以甲醇 (CH3OH) 的形式储存能量可
以减轻全球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同时减
少二氧化碳排放。主要的可再生能源如
风能和太阳能等，由于其依赖于天气条
件和特定时段，存在间歇性。为了克服
这一问题，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
应用，就需要更大规模的储能方案。电
解水从多余的可再生电力中生产氢气，
以供以后在更高需求时使用，是最受欢
迎的选择之一，具有非常高的容量和快
速的响应时间，可用于电网平衡。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氢气根据 

power-to-X 概念转化为所谓的电燃料，
从而将可再生电能存储在气体或液体燃
料的化学键中，利于长期储存，可直接
运输到需要的地方，作为运输燃料或用
于工业应用。当通过电解得到氢气和来
自大气、生物质或工业过程废气的二氧

化碳合成生产时，甲醇便可作为碳中性
的电燃料之一。相比氢气，甲醇是化学合
成工业中石油的更直接替代品，其在环
境温度下呈液态，可将当下以石油为基
础的经济的习惯和基础设施与未来的可
再生能源系统联系起来，并在燃料电池
应用中发挥重要作用。例如，甲醇可通
过现场重整过程转化成氢气，所得气体
混合物既可直接用于高温质子交换膜燃
料电池（HT-PEMFC），也可以经过一些
纯化后用于低温 PEM燃料电池。
综上，甲醇可作为一种能源储存

介质、地面运输燃料和合成碳氢化合
物及其产品的原材料。与传统方法不

同，“黑色”甲醇由天然气、煤和石油
生产；可再生甲醇，也称为“绿色”甲
醇，由可再生氢气和二氧化碳来源生
产，二氧化碳净排放量为零，例如利用
可再生电力中的氢气和沼气或大气中
的二氧化碳。如【图 1】所示，绿色甲
醇生产通常涉及氢气生产、二氧化碳捕
获、气体储存和净化、甲醇合成和蒸馏
等过程。2018年“液态阳光”的概念由
中国科学院白春礼院士等人提出 [2]，是
指利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制
取氢气、耦合“二氧化碳 +氢”技术，
制备易储存的液态太阳燃料甲醇及其
他化学燃料。

一、简介 作者：高好好；Email：nxgao@ciac.ac.cn

2021年 12月，以如期实现碳达标、碳中和为目标导向《“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中提到，把“大力
发展和推动新能源汽车，促进甲醇汽车等替代燃料汽车推广”纳入“绿色产品和节能环保装备供给工程”专栏，
把“二氧化碳耦合制甲醇”列入“绿色低碳技术推广应用工程”专栏。

 ▲【图 1】绿色甲醇的生产与基于间歇性可再生能源的电网集成 [3]。

“液态阳光”与甲醇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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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冰岛一家名为 Carbon Recycling International (CRI) 的公司，通过从附近地热发电厂工业排放中提取和

净化 CO2 ，使用可再生的电网电力进行碱性水电解产生的

H2，合成可再生甲醇，年产可达 4000 吨 [4]。此外，德国的 

Ca rbon 2Chem 项目，致力于从钢厂气体生产燃料甲醇 [5]，

以及丹麦的 Power2Met 项目，该项目专注于利用沼气生

产生物甲醇  [6]。在比利时法兰德斯，North-C-Methanol项

目可实现年产甲醇 45000 吨 [7]，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一

个功率为 63 兆瓦的电解厂，利用海上风能的可再生能源将

水分解成绿色的氢和氧，氧气将在当地用于钢铁工业，绿

色氢气再与来自工业点源的捕获的二氧化碳催化合成甲醇。

2020 年 10 月，Statkraft AS、Finnf jord AS 和 Carbon 

Recycling International 宣布在挪威联合开发商业规模

的绿色甲醇（e-Methanol） 工厂，以建造首个能够每年生

产 10 万吨绿色甲醇的商业规模设施 [8]。该工厂将使用从 

Finnf jord 硅铁工厂排放的二氧化碳和使用可再生电力电

解水产生的氢气作为原材料。

二、国内外发展情况

 ▲【图2】 North-C-Methanol 项目 [8]

2020年 1月 17日，在中国兰州，全球首个太阳能燃料
直接合成示范项目开工运营 [9]。该项目标志着中国在太阳能
液体燃料工业化生产方面迈出了世界第一步。总体而言，该
项目利用三个技术单元将二氧化碳、水和太阳能转化为甲醇
等可运输液体燃料：太阳能光伏发电、电解槽分解水产生氢
气和最后用二氧化碳加氢生产甲醇。该项目基于中科院大连
化学物理研究所李灿教授团队开发的电催化水分解和二氧化
碳加氢先进技术。
其关键创新技术之一是高效、低成本、长寿命的碱性水

电解制氢电催化剂，该设施单套工业电解槽每小时可生产
1000多标准立方米氢气，单位氢气能耗降至每立方米 4.3千
瓦时以下。二是用于甲醇生产的低成本、高选择性、高稳定
性的二氧化碳加氢催化剂。氧化锌 /氧化锆双金属氧化物固
溶体催化剂实现 1000吨 /年绿色甲醇合成。甲醇选择性达
到 98%，甲醇含量达到 99.5%。更重要的是，该催化剂具有
抗毒化和抗烧结性。
下游的实际应用中，10月 28日，博氢新能源公司与广

西北投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南宁市良庆区人民政府共同
签署了《12GW甲醇重整氢燃料电池产业化项目战略合作框
架意向协议》，项目总投资约 90亿元，致力于打造国内首
个甲醇重整氢燃料电池终端产品的全产业链 [10]。早在 2004

年，博氢新能源公司董事长沈建跃博士就已经开始研究甲醇

 ▲【图3】液态太阳能燃料生产示范项目 [9]

 ▲【图 4】甲醇重整制氢燃料电池系统的物流车（图源
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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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制氢的技术和设备，研发生产的甲醇重整制氢燃料电池
发电系统产品，将有希望广泛应用于移动能源和分布式能源
领域。

2021年 11月 30日， ABB Marine & Ports 与 Maritime 

Partners LLC、Elliott Bay Design Group和 e1 Marine 决定共
同开发氢动力内陆拖船“Hydrogen One”号。定位为超低排
放长航程拖船，只需加注一次燃料即可连续运营数天，假
如以 6英里 /小时的航速运行，则可在 4天内，行驶 550英
里， 这艘创新性的拖船配备了 e1 Marine提供的制氢设备，
可直接在船上实现甲醇现场制氢，即先将甲醇 -水混合物重
整转化为高纯度氢，再将氢送入燃料电池用于发电。现场制
氢将克服氢气储存系统的复杂性，利用甲醇不需要建造全新
的配送和储存基础设施。且与使用源自化石燃料的电力的电
解槽解决方案相比，这种方法不会产生颗粒物排放，二氧化
碳排放量低于 80%。另外，如果甲醇来自可再生能源，则

能源链可以是碳中和的。ABB Marine & Ports则负责提供全
套电力推进系统，包括电力和能源管理、自动化、燃料电池
和蓄电池的电力集成等。该系统比柴油发电机消耗的能源少 

35%，目前的功率输出范围为 50 kW 至 2 MW。

 ▲【图 5】“Hydrogen One”号 [11]

在寻找化石燃料的合适替代品，实现快速的能源转型的

征程中，可再生清洁能源技术均迅速发展。在这些方案中，

甲醇经济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考虑到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产

生和释放是不可避免的，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将其捕获并

转化为甲醇可能是生产可再生甲醇的最可持续的方法。而对

于绿色甲醇的商业化，生产成本仍然是主要障碍，需降低制

氢、二氧化碳捕集技术成本，并更大程度地提升能源利用效

率。不过，未来总是挑战与机遇并存，我们拭目以待！

三、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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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这么多年，3D 生物打印到底应用到哪去了
作者：amier；Email：350074745@qq.com

近年来，三维 (3D)生物打印在生产
组织支架的所有其他方法中占据了突出
的地位，以弥合人工工程组织构建体和
天然组织之间的差异。3D打印全球市
场在 2014年估计接近 4.87亿美元，预
计到 2020年将达到 18.2亿美元。使用
3D生物打印技术、生物墨水以预先设
计的方式打印并与活细胞结合，作为具
有功能的动态结构，能支架内再生目标
组织。此外，它是一种快速且廉价制备
精确支架的方法，并提供对细胞和生物
材料组成的精确控制，与空间分布和建
筑精度相关。此外，它能够将高密度细
胞精确放置在所需位置和多种类型的
细胞以有序的方式模拟天然组织的异
质结构。
组织工程 (TE)是一个跨学科领域，

包括应用生命科学和材料工程的原理来
恢复、维持和增强组织功能。从机体获取
少量的活体组织，用特殊的酶或其他方
法将种子细胞从组织中分离出来在体外
进行培养扩增，然后将扩增的细胞与具
有良好生物相容性、可降解性和可吸收的
生物材料按一定的比例混合，使细胞黏
附在生物材料上形成细胞 -材料复合物；
将该复合物植入机体的组织或器官病损
部位，随着生物材料在体内逐渐被降解
和吸收，植入的细胞在体内不断增殖并
分泌细胞外基质，最终形成相应的组织
或器官，从而达到修复创伤和重建功能的
目的。生物材料支架所形成的三维结构
不但为细胞获取营养、生长和代谢提供了
一个良好的环境。以下将讨论 3D打印生
物支架应用于哪些方面：

1. 皮肤

 ▲【图 1】皮肤示意图

皮肤是抵御病原体、刺激物和抗氧化剂、物
理和紫外线损伤以及任何外部有害物质的保护
屏障。因与外部环境直接接触使其极易受到不同
种类的伤害。虽然伤口大小、范围和深度各不相
同，研究人员一直致力于开发多种类型的伤口敷
料或基于天然产品的皮肤替代品。尽管迄今为止
取得了所有进步，但使用自体移植物、同种异体
移植物和伤口敷料的一些限制导致了组织工程皮
肤替代品的开发。3D生物打印在改善皮肤缺陷的
治疗方面具有很大的希望，被利用来促进多种类
型的皮肤细胞和生物材料的同时和高度特异性，
这是传统皮肤组织工程方法所缺乏的。

骨组织作为动态结构是肌肉骨骼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其 ECM的高矿化使其
在刚性和硬度上不同于其他结缔组织。骨组织修复是一个全球性的临床问题，会导
致创伤患者的高发病率，并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问题。骨修复的金标准通常仍然是
从口腔内或口腔外部位采集的自体骨移植物；然而，这具有移植物数量低、供体部
位发病率和感染率低的限制。因此，骨组织工程 (BTE)作为骨移植的替代方案正在
蓬勃发展，其中使用 3D打印制造移植替代物来替换或修复受损的骨缺损。

2. 骨

 ▲【图 2】3D生物打印用于骨修复

化学通讯

3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3%80%81


科普专栏

软骨组织是一种无血管和无神经
结构，包括几乎低密度的软骨细胞和
丰富的水比例 (70 %)。它是一种功能
性且非常水合的异质组织，用于为单
关节提供低摩擦、耐磨和承重的表面，
以实现有效的关节运动。
外伤、意外或其他感染可能导致软

骨丢失，这是由于软骨细胞缺乏血管、
软骨细胞增殖率低、功能和结构复杂
而无法自我修复。尽管存在各种治疗
软骨损伤的方法，包括自体软骨细胞
移植、骨膜移植、镶嵌成形术和微骨折，
但临床研究未能证明正常软骨移植的
可靠生成和长期解决方案。在 TE中引
入 3D生物打印在模拟关节软骨组织的
解剖结构方面取得了显着进展，在各
种分配技术中，挤出式 3D打印是最流
行和最经济的方法。

3. 软骨

血管化在控制心脏、肝脏、胰腺、肾脏和骨骼等组织的再生方面起着
关键作用。需要为细胞提供氧气和营养，并通过网络从组织中去除废物。
尽管传统生物制造方法取得了重大进展，但 3D类血管网络的开发仍然是
TE领域的一大挑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3D生物打印已被引入作为在工
程组织替代品中制造高度组织的血管结构的有前途的方法。

 ▲【图 3】血管示意图

4. 血管化

 ◄【图 4】3D 生
物打印用于神经
修复

急性创伤性损伤和神经系统疾病
等神经缺陷 / 损伤的再生是全球最具
挑战性的临床问题之一。模拟天然
ECM 的神经 3D 模型的开发已成为

重建有缺陷的神经组织的有前途的策
略之一。通常，神经模型应具有特定
要求，包括：允许神经细胞附着和增
殖的神经相容性、模拟天然神经组织

ECM 的机械 / 物理化学特征的弹性
特性 / 分层微结构，以及引起导电的
能力。

5. 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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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肌肉

 ▲【图 5】肌肉的分类

人体重量大约一半是肌肉。按结构和功能的不同可分为
平滑肌、心肌和骨骼肌三种  3D生物打印在这些领域应用较
广。在骨骼肌中 3D生物打印通过采用天然或合成支架和微
型技术，模仿天然肌肉组织中极度堆积和排列的细胞结构，
对于成功的骨骼肌至关重要。在心肌修复方面，由原代心肌
细胞 (CMs)组成的功能性心肌的生物工程是一种很有前途
的心肌再生方法，但其应用仍然受到限制。通过生物打印技
术进行生物工程心脏组织作为创建功能性组织结构的可行选
择，由于其复杂的构建能力而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平滑肌方
面，异常平滑肌收缩在多种疾病的病理学中起着重要作用。
尽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应用常规 2D体外方法和动物模
型的研究未能找到治愈上述异常收缩障碍的方法，这导致了
体外 3D打印技术的发展。

 总结：

随着组织工程的进步，针对新的生物学和医学挑战的创
新工具正在变得可用。生物 3D打印有可能创造出满足再生
和移植医学需求的组织结构 。此外，生物 3D打印技术能够

精确制造用于再生和发育生物学的三维异质功能单元。因此，
随着生物 3D打印技术领域的进步，预计会出现更多的生物
医学应用。

参考文献

化学通讯

3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3%E6%BB%91%E8%82%8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F%83%E8%82%8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A%A8%E9%AA%BC%E8%82%8C


科研进展

背景介绍

材料、能源、信息是人类现代文明

的三大支柱，与人类的发展息息相关。

现代信息技术包含了三大模块，传感器

技术、通信技术、计算机技术，三者分别

完成信号的提取获得、信息的传输、信

息的处理，因此传感器是信息技术的前

提。在众多传感器类型中，光电探测器

接收光照辐射，将光信息转化成易于加

工、处理和运算的电信号，提供光电传感

的基本信号，从而实现后续的信息传递

与信息处理。就可见光 -近红外波段的

光电探测技术而言，其应用涵盖图像传感器到人脸识别、环境监控、军事红外制导、红外遥感、无损探伤、物质分析等各领域，

可见 -近红外光探测器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与无机探测器对比，基于有机半导体材料的光电探测器拥有溶液加工、光学吸收谱范围及电子能级可调等优势。随着

非富勒烯小分子受体的出现，可探测波段覆盖可见光 -近红外区域。有机光电探测器在低成本成像、健康监测和近红外传

感方面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光传感和成像技术是目前重要的两个技术领域，它们都对光电探测器（PDs）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除了需要高响应度外，

实现低噪声频谱密度（Sn），从而获得高比探测率（D*）也同样重要。目前，商用光电探测器主要基于硅和铟镓砷化合物，

虽然它们的探测性能好，但成本昂贵且成像不灵活，而有机光电探测器（OPDs）的成本相对较低，但设备的 Sn高，因此

探测率较低。在噪声源中，与暗电流（JD）呈正比关系的散粒噪声是主要的噪声源，通过抑制 JD能够提高 OPDs的性能，

但当前针对暗态电流的内在和外在起源的研究仍然缺乏。

Nat. Commun.: 有机光电探测器的反向
暗电流及缺陷的主要作用

翻译整理：张荣；Email：yzzhang@ciac.ac.cn

文章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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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比探测率 D*的计算公式可知，D*与外量子效率成正比，且与 Sn成反比：

目前，最佳有机器件显示 EQE接近 100%，已经实现了高响应度。尽管如此，OPD的比探测率仍被限制在 1013琼斯量级。
这远低于背景辐射为唯一噪声源时的背景限红外光探测极限（BLIP极限）。这是 OPDs器件中高 Sn导致的，这也是影响器
件接近 BLIP极限的主要限制因素。

【图 2a】中 BLIP极限为黑色虚线，特征符号为文献中的 D*。由图可知，文献中的 D*比 BLIP极限低多个数量级，即
使 EQE达到最大值（100%），P4-Ph4-DIP:C60体系中的 D*也只能提高一个数量级。假设 Sn受散粒噪声影响，在辐射极限

 ▲【图 2】(a)ZnPc:C60和 P4-Ph4-DIP:C60体系的 D*；(b)四个给体搭配 C60体系的 Sn，虚线表示在
Ibias处计算的散粒噪声。

 ▲【图 1】OPD中常用的活性材料 .(cited by Adv. Funct. Mater. 2021, 31, 2104060)

研究内容

1. 暗电流与比探测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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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有机材

料的无序性、结

构缺陷及杂质的

存在，因此能隙

内的缺陷态普遍

存在。而 D-A 体

系的微观性质与

器件的电子特性

有关，比如由于

CT态数量及能量

的变化，给体浓

度通常会影响器

件的 VOC。缺陷

态同样可能源于

D-A的相互作用，

下计算，考虑实际 EQE，D*可以提高 6个数量级，这表明仍存在很大的空间来改善噪声电流，以实现更高的探测能力。

【图 2b】中，对比 Sn和散粒噪声可以发现，Sn接近理论散粒噪声水平，通过公式 biasIq2 计算可得，其中 Ibias表示在 -0.8 V
偏压下通过器件的电流，这凸显了OPDs中研究暗电流的重要性，由于 Sn主要由 J D 决定，因此抑制 JD可以提高 D*

2. 通过电荷转移态产生的二极管饱和电流

暗电流与给体 HOMO能级和受体 LUMO能级间的能量差有关，事实上，在开路状态下，自由载流子通过电荷转移态 (CT)

复合。虽然 ECT与能级有关，但无法得出直接的关系，因为这忽略了极化效应与结
合能，这取决于材料与共混比例，并可能显著改变能级值。
当前针对有机太阳能电池中的 VOC与 CT态的关系已经被充分证明，但是目

前仍不明确暗电流 J D 是否与 VOC在负偏压下呈现相关性，为了研究这一点，通
过选择性接触、适当的阻挡层和优化的器件工程制造了一系列经过暗电流优化的
器件。通过选择低给体含量以保证近似的形貌。
如【图 3a】所示，选用不同的给体与 C60 组合，使得 ECT由 0.85至 1.58 eV

间变化，在反向偏压下，暗电流的确会随着 ECT的增加而减少。对于具有最高
ECT的 P4-Ph4-DIP:C60 混合物，在 -1 V偏压下实现了 10 -7 mA•cm-2 的低暗
电流，能够与目前最先进 OPDs器件相媲美。
对于高 ECT组合，如给体 Spiro-MeO-TPD具有较低的 HOMO能级，从而在

给体与电子阻挡层之间形成了正向偏压下的空穴注入势垒，这种势垒只影响到空
间电荷传输区 J-V曲线的正向状态。对于低 ECT组合，在同一界面形成了反向偏
压下的提取屏障，这个屏障只能减少反向 J D，因为空穴被阻止提取。

 ▲【图 4】TPDP:C60器件 (a) 暗态 J-V曲线 ; (b) 归一化电容 ; 不同给体比例下 (c) 电容， (d)陷阱密度，
(e) Nt; 不同温度下 (f) Nt。 

 ►【图 3】(a) 不同ECT器件的 J-V曲线 ; (b) 通过计算得到的 JD与ECT相关关系。

3. 缺陷是光电二极管反向暗电流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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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计划研究 D-A混合比的影响，考察缺陷对 J D 的影响。为了避免 ECT对 J D 的影响，阐明给受体混合比例、缺陷与 J D

之间的关系，作者选用了在一定 D-A混合比范围内 ECT恒定的体系 TPDP:C60，制备给体浓度不同，器件结构相同的器件。

【图 4】清晰地展示了缺陷与 J D 之间的关系，因此可以通过 Shock ley-Read-Hal l（SR H）理论对缺陷产生的 J D

进行热生成模拟，来揭示它们对 D * 的作用。【图 5a】是模拟结果，将其与实验数据进行比较，发现 J D 随着缺陷

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且在正向电压

较低的情况下，模拟的电流密度高

于实验值，这主要是由于器件中空

穴的提取势垒造成的【图 5c】。在

较高电压下，J -V 曲线最终达到空

间电荷限制电流（SC L C）状态，此

时的模拟结果与实际实验数据相匹

配，证明了模拟中迁移率是足够的这一

设定。【图 5d】为不同电压下TPDP:C60

体系的活化能（Ea），当对器件施加更高

的电场时，Ea降低，这是 Poole-Frenkel

效应的直接结果：施加电压越高，势垒

越低，活化能就越低。然而，对 Ea数值

的绝对定量一致是无法实现的，因为

实验过程会受到其他热激活过程的影

响，比如在低浓度低偏压器件下的电荷

传输也可能导致 Ea的降低。

 ▲【图 5】模拟数据（虚线）与实验数据（实线）的比较：(a) 三种浓度下
TPDP:C60 的 J-V曲线；(b)SRH过程的 J-V曲线；(c)三个体系能级示意图；(d)从
温度依赖的 J-V测量中得到的 TPDP:C60的活化能

4. 电荷转移态与缺陷态之间的相互作用

通过模型再现了整个实验范围的 J D，图 5中，ECT由 0.9 eV变化

至 1.3 eV，由图可知，随着 ECT的增加 J D 在逐渐减小。通过对所有器

件的 Nt进行表征，发现所有器件的 Nt都在 1015-1016 cm-3之间，证明了

donor:C60体系中这一趋势的普遍性。研究结果表明，J D 主要由陷阱辅

助产生，这由陷阱特性决定。因此，除了从器件工程的角度来降低

J D 外，未来的研究应该注重理解这些缺陷态的起源。

 ►【图 6】模拟不同 ECT器件的暗态 J-V曲线 .

总结

本文中，作者建立了一个能定量解释光电二极管中反向暗电流的模型，通过对不同给体和不同共混比例体系中缺陷分

布的表征，发现 JD与总缺陷密度呈线性关系；并通过优化，将 JD降低至 10-7 mA•cm-2左右，证明了散粒噪声占噪声源的主

导地位。该研究虽然指出了给受体间的界面相互作用，但对缺陷态的起源仍然未知，尤其在近红外光下，OPDs的探测能力

受到高噪声电流的限制。作者认为了解 OPD中缺陷态的起源是抑制缺陷态，提高光电探测能力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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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光机所黎大兵研究员等人发表题为“Perspectives of 2D Materials for Optoelectronic Integration”的文章，介绍

了在光电器件中使用二维材料和集成的技术现状。通过讨论二维材料及其光电器件的最新进展、未来的发展趋势和

现有的挑战，为光电子集成的二维材料提供了一个视角，并可能指导这一领域的发展。

作者介绍

Koen Vandewal，2004年于 Ghent大学获得光子学工程硕士学位，于 2009

年获得 Hasselt大学有机太阳能电池物理学博士学位。后来，在瑞典林雪平大学

(Linkoping University)和美国斯坦福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进行博士后研究。

2014年，他被任命为德国德累斯顿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TU)的教授。2018

年 1月，他从德国德累斯顿工业大学 (TU Dresden)转到哈塞尔特大学 (Hasselt 

University)，目前是该大学的正教授，领导一个研究小组，旨在解决有机和混合

光电子领域的基本物理问题。Koen Vandewal教授在光电领域如有机太阳能电池

和有机光电探测器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相关工作在 Nature系列、JACS和

Advanced Materials等期刊上发表。

原文链接
Perspectives of 2D Materials for Optoelectronic Integration；https://doi.org/10.1002/adfm.202110119

二维材料具有广泛的物理性质，其电子带隙从零到多个

电子伏特不等，为探索新型电子和光电功能提供了新的机遇。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超薄、强的光 -物质相互作用，以及与

硅光子技术的兼容性，原子级厚度的二维材料非常适合集成

在光电电路中。更重要的是，基于二维材料的光电器件在室

温下的性能与基于传统大块半导体的器件相当。

前沿导读

长春光机所黎大兵： 
  用于光电集成的二维材料的研究前景

翻译整理：景行；Email：lc007f@126.com

要点速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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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速读

 ▲【图 1】基于二维材料的光源

在光电电路中，光源为光子器件的处理提供了能量和

信息。因此，光源是集成光电子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然而，在硅基集成光电子学中，很难实现芯片上的光源。

光源的常用方法是使用一种或几个基于 III-V材料的片外或

晶圆键合激光器，这仅限于实现片上集成。然而，芯片上

光源的高密度集成在能源效率和可扩展性方面大大超过了

芯片外光源。由于制备成本低，且易于与硅集成，二维材

料在片上光源方面得到应用。此外，二维材料带隙的可调

性意味着基于二维材料的器件可以覆盖一个可调谐的光谱

范围。

 ▲【图 2】基于石墨烯的光调制器

目前，基于二维材料的集成光源、调制器、光电探测器、

场效应晶体管和逻辑电路都已实现。将二维材料引入集成光

电子器件不仅是突破现有硅半导体技术局限性的潜在途径，

而且有助于实现在未来开发新的应用。

化学通讯

40



科研进展

光调制是集成光互连的主要必要功能之一。光调制器是

一种可以改变光的一个或几个属性的设备，如其强度、振

幅、频率、相位或偏振。具有调制速度快、高调制深度、宽

带宽、低插入损耗、占用空间小、低功耗的光调制器是在未

来的集成光电系统中的首选使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基于

Si、GeSi和 III-IV半导体化合物的半导体光调制器得到了深

入的研究。然而，它们的占用空间大，与 CMOS（互补的金

属氧化物半导体晶体管）技术不兼容。相比之下，石墨烯由

于其可调的吸收特性和外部扰动的折射率、兼容 CMOS技

术等优点，具有用于光调制器的巨大潜力。

 ▲【图 3】基于二维材料的代表性光电探测器

光电探测器可以将入射光转换为可测量的光电流或光电

电压，以便进一步处理。基于 IV和 III-V半导体 (如 Si、

Ge、GaAs、GaN、InGaAs)的商业化光电探测器对能量低于

材料带隙的光子不能产生响应。相比之下，石墨烯光电探测

器在光谱带宽方面具有优势。它的线性和无间隙带结构确保

了其光吸收系数从可见波段到MIR（中红外）波段基本上是

恒定的。因此，石墨烯光电探测器可以通过宽电磁光谱将光

转换为电信号。

 ▲【图 4】基于二维材料的场效应晶体管性能表征

电子电路是光电集成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之一。场效应

晶体管（FET）是电子电路的基本单元，具有开关、放大器等功

能。FET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集成光电电路的发展。二

维半导体是 FET应用的理想候选者，预计它具有多个优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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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原子级的可切换电导、高载流子迁移率、无表面悬空键以及

与当前 CMOS技术的兼容性。特别指出的是，它们的二维特

性作为最显著的优势，使有源通道的整个厚度接近栅电极，从

而增强该通道的栅极控制，并减少短通道效应。

 ▲【图 5 】基于二维材料的非线性光子学研究

非线性光学是研究非线性介质中光行为的光学领域的一

个分支，在光电应用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根据非线性光

学的基本原理，在一定的高光场下，材料的响应可能停止线性

变化，并可能发生非线性光学效应。与传统的块状 III-IV材料

相比，二维材料具有相当的非线性磁化率、超快响应、宽带和

可调光吸收，并且可以通过 vdW力集成到任意衬底上，避免

晶格匹配问题。因此，易于与其他材料进行集成和杂交，使二

维材料成为集成非线性器件的潜在非线性光学平台。

 ▲【图 6 】基于二维材料的光电集成的代表性图

分层二维材料由于其超薄的衬底和与现有 CMOS技术

的兼容性，非常适合于平面硅光子学的集成。目前已实现

CMOS集成电路与石墨烯的单片集成，用作宽带图像传感器。

石墨烯和读出电路通过一个垂直的金属互连器进行连接。此

外，在光电电路中，将二维材料与平面内消逝场耦合，为探

索其在光电集成中的潜在应用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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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对二维材料的研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加速了基于这些材料的光电器件的研究进展。二维材料的超薄体有助

于它们与硅光子学的集成，这可能会彻底改变未来的半导体技术。尽管它们已经显示出了许多吸引人的性能和优势，基于

二维材料的光电器件在光电集成中的应用仍需解决一些挑战。这些挑战反过来又可能为研究领域带来巨大的机遇。

黎大兵，现为中科院特聘研究员，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政协长春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

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科学院科研项目 10余项。曾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导师、吉

林省青年领军人才、吉林省第 5批拔尖创新人才、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优秀会员、

中国科学院卢嘉锡青年人才奖、吉林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一等奖（排名第一）、吉

林省优秀海外归国人才优秀奖等奖项和荣誉。担任《Scientific Reports》《半导体学报》《发

光学报》编委，中国金属学会宽禁带委员会委员，OSA高级会员。在 Physical Review 

Letters，Advanced Materials, Light：Science&Applications，Applied Physics Letters等国

际期刊上等发表 SCI论文 50余篇，申请发明专利十多项。

结论与展望

作者简介

有机光伏明星分子 Y6 的本征特性研究
作者：ZWY；Email：zhuly@nanoctr.cn.

原文链接

Exciton Binding Energies in Organic Photovoltaic Materials: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链接：https://doi.org/10.1021/acs.jpcc.1c08898

近年来，随着给体 -受体 -给体

（A-D-A）型非富勒烯受体的发展，有

机太阳能电池（OSCs）的性能得到显

著提升。尤其是基于 Y6及其衍生物受

体的有机太阳能电池，其单结器件效

率已超过 18%。这种提高主要归功于

在给 /受体界面最高占据轨道（HOMO）

能级差较小甚至接近于零时，窄带隙

受体上的激子可由空穴转移通道高效

地产生电荷载流子。然而，电荷产生

的内在机理尚不明确。从根本上

说，有机太阳能电池激子分离对界面

驱动力的需求，归因于有机体系的激

子束缚能。

在前期工作中，研究人员对系列

非富勒烯体系计算发现，激子分离的

驱动力与激子束缚能线性相关，为降

低驱动力减小能量损失指明了方向

（J. Phys. Chem. C 2018, 122, 22309）。

进一步发展了自洽的量子力学 /嵌入电

荷方法（QM/EC）计算电子极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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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从第一性原理水平上可靠评估静电

作用和诱导效应，而且能够考虑分子堆

积结构的影响。计算发现非富勒烯受体

的激子束缚能与单晶中分子堆积结构

密切相关，最小值甚至只有 40 meV，打

破了有机材料激子束缚能在 0.3 eV以

上的传统认识（J. Phys. Chem. Lett. 

2019, 10, 4888）。同时对具有不同晶

相的有机光伏小分子受体研究证明，

仅分子排列方式的差异确实可以大幅

改变激子束缚能（J. Phys. Chem. Lett. 

2020, 11, 10227）。  　　

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结合理论

和实验研究了 Y6体系的激子束缚能。

计算结果表明，由于紧密的三维分子堆

积带来非常强的电子极化效应，固态

Y6 具有极小的激子束缚能。变温光

致发光光谱测量表明，激子分离产生

自由电荷载流子的能垒明显低于室温

能量；而且，随着温度升高，电荷复合

重新形成激子的几率增大，导致发光

反而增强。因此，即使在没有给 / 受体

界面驱动力的帮助下，得益于低的激

子束缚能，纯的 Y6薄膜在光激发后

也能够直接自发地产生自由电荷载流

子（Angew. Chem. Int. Ed. 2021,60, 

15348–15353）。

该系列工作揭示了电子极化效应

对减小有机体系激子束缚能的重要作

用，提出了有机光伏自由电荷产生的新

机理，为获得高效有机太阳能电池提

供了一条新思路。

在本文中，朱凌云等人系统总结了

最近在有机光伏的 A-D-A小分子受体

中激子束缚能的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

进展。强调了极化效应通过稳定电荷

载流子来降低激子束缚能的重要性。

此外，发现载流子的极化能量受不同

分子堆积结构的影响很大。值得注意

的是，在具有三维紧密分子堆积的 Y6

受体中实现了极弱的激子束缚能，因此

即使没有给体 /受体界面的帮助，也可

以直接光生自由电荷载流子。作者希

望这一观点有助于降低高效有机太阳

能电池的激子束缚能和能量损失。

图文速读

 ▲【图 1】无机和有机半导体中光吸收的电子过程示意图

Inorganic semiconductors Organic semicondu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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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无机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中光

照直接产生自由电荷不同，由于有机

活性层材料的低介电常数，光吸收后

在 OSC中形成库仑束缚的空穴 -电子

对（即激子）。由于有机材料具有较

大的激子束缚能，电荷产生需要驱动

力，因而导致额外能量损失。要使激

子发生分离，必须依靠给受体界面，

并且需要采取各种手段优化相形貌结

构并保持其稳定性，因而高效率器件

制备难度高。如果有机材料的激子束

缚能可以降低到与热能相当，光吸收

产生的激子可以自发解离成自由电荷

载流子，单组份器件就可以实现高的

光电转化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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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a) 从气相到固态，极化效应对电离能 (IP)、亲和能 (EA)、光学带隙 (E0
g)和激子束缚能 (Eb)

的影响示意图； (b, c) 自洽的量子化学 / 嵌入电荷 (QM/EC) 计算的分子簇 (b) 和计算流程示意
图 (c)；(d) 并五苯的晶体结构和 (e)不同计算方法得到的正负电荷极化能与实验值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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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子束缚能定义为自由空穴和电

子能量与激子的能量差。气相条件下，

激子束缚能就是电子和空穴的库伦吸

引能。从气相到固相，载流子会与周围

的分子产生强烈的极化，因而电离能

和亲和能发生显著改变。相比于带电

的载流子，中性的激子与环境之间的极

化效应相对较弱。因此，电子极化效应

对激子束缚能有重要影响。为了考虑分

子堆积结构的影响，发展了自洽的量子

力学 /嵌入电荷（QM/EC）方法。通过

连续 QM/EC计算，并同时更新分子原

子电荷，实现在第一性原理水平上计算

静电作用和诱导效应。以并五苯晶体为

例，相对于其他方法，这种方法得到的

正负极化能跟实验值最接近。

为了降低有机半导体的激子束缚

能，通常使用化学修饰，例如增加推

拉效应和共轭长度来增加空穴电子距

离和分子极化率等进行分子内的调

控。在这里，我们强调通过调控分子

间堆积结构来调控极化效应和固态

激子束缚能。如图所示，固相中激子

束缚能非常依赖于分子排列结构，三

维堆积结构有利于获得更小的激子束

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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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a)不同 A-D-A型非富勒烯受体的晶体堆积模式和 (b)固态激子结合能 

当分子间相互作用强时，激子会

发生一定程度的电子离域，因此需要

同时考虑电子极化和离域效应对激子

束缚能的影响。结果发现对于 Y6 晶

体，在固相下，激子倾向于在相互作

用的分子上离域，有利于吸收光谱红

移。而固相中正负电荷载流子更倾向

于定位于单个分子，以最大限度地发

挥极化效应和稳定能。随着激子离域

程度的增加，激子束缚能从 -0.11 到 

0.15 eV，与有机 -无机杂化钙钛矿相

当。Y6 体系具有极小的激子束缚能，

意味着光吸收后可以自发产生自由

电荷。

变温荧光光谱测量发现，对于

(a)

0.05

-0.05

S0

S1

cation

anion

(b)

(c)
Y6 4TIC ITIC-α

-2.5

-2.0

-1.5

-1.0

-0.5

0.0

D
E 

(e
V)

 cation
 anion
 S0

 S1

Y6 4TIC ITIC-α Y6 4TIC ITIC-α
-2.0

-1.5

-1.0

-0.5

0.0

0.5

1.0

P 
(e

V)  total
 electrostatic
 induction

hole electron

 ▲【图 4】 (a) Y6分子的基态 (S0)、第一激发态 (S1)、阳离子和阴离子态的静电势；(b) S0、S1、阳离子
和阴离子态的气相和固态之间的能量差； (c) 正和负电荷的极化能和相应的静电和诱导作用的贡献

为了了解激子束缚能从气相到固

相降低的来源，进一步分析激子和电

荷载流子的极化效应的贡献。研究发

现，从气相到固态激子束缚能的降低

可归因于电荷载流子相对于中性激子

更强的极化效应。固相条件下，电荷

尤其是负电荷具有很强的极化能。而

对于中性的基态和第一激发态（S1）态 , 

静电势差别不大 , 稳定能相当，因此对

激子的极化很微弱。另外由于受体分

子的缺电子性质，静电作用不利于空

穴的稳定，而有利于稳定电子。而对

于诱导作用，无论是正电荷还是负电

荷，都有利于稳定体系能量。正 /负电

荷的静电相互作用大致相当可以相互

抵消，因此从气相到固相激子束缚能

的减少主要来源于电荷载流子的诱导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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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a) 从 Y6晶体中提取的二聚体结构，根据它们的形状表示为 C、Y、X 和 S 型； (b) 气相
和固相中单体和二聚体的电离势 (IP)、电子亲和能 (EA)、光学间隙 (E0

g) ；(c)考虑极化和离域效应计
算得到的固相激子结合能 (Eb)； (d) Y6 光激发后激子 (S1) 自发分解为自由电荷载流子 (CS) 的示意图，
其中 Eb是激子结合能，Ea表示电荷复合为激子的能垒； (e) Y6 膜的荧光光致发光 (PL) 强度对温度的
依赖性

Y6，随着温度升高，荧光增强。这说明光吸收直接产生

自由电荷，随着温度升高，电荷复合重新形成激子的几率

增大，因而荧光增强。进一步分析发现，激子分离产生自由

电荷的能垒仅为 18.5 meV, 明显低于室温能量。因此，即使

在没有给 /受体界面驱动力的帮助下，得益于弱的激子束缚

能，纯的 Y6薄膜在光激发后也能够直接产生自由电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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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结了在有机光伏材料激子束缚能方面的最新进展，特别是在 A-D-A小分子受体中。传统上，在有

机半导体材料中，激子束缚能通常被认为大于 0.3 eV, 而实现有效的激子解离需要较大的驱动力。我们的结果

强调了电子的极化效应可以显著降低激子束缚能。此外，还发现分子堆积结构对极化效应有重要影响。值得

注意的是，由于紧密的三维分子堆积带来非常强的电子极化效应，固态 Y6具有极小的激子束缚能，这有利

于尽量减少给受体界面之间驱动力，从而减少 OSCs中的能量损失。我们的工作强调了极化效应对降低激子

束缚能的重要性，并为 OSCs提供了一种在低驱动力下实现高效电荷产生的方法，以实现更高的光伏效率。

尽管我们的工作表明极化效应对降低激子束缚能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但是还有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

首先为了获得更有用的设计原则，需要更多的研究工作来弄清楚极化效应与分子内性质（如偶极矩和四重矩）

和分子间堆积结构的相关性，尤其是揭示分子内和分子间的协同方式以增强极化效应非常重要。其次，迄今

为止计算的体系只含有单一电荷载流子，为了获得电荷分离势垒，非常需要包括相反电荷并计算势能与空穴

和电子分离距离的关系。我们正在沿着这条路线积极开展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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