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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一

2004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物理学家安德烈·海姆(AndreGeim)和康斯坦

丁·诺沃肖洛夫(KonstantinNovoselov)用透明胶带剥离法成功地从石墨中剥离

出石墨烯,并表征了它的性质。仅过了六年,这两位师徒科学家就因“研究二维

材料石墨烯的开创性实验”荣摘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在诺贝尔授奖史上

是比较迅速的。他们向世界展示了量子物理学的奇妙,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引

发了一场电子材料革命,而且还将极大地促进汽车、飞机和航天工业等的发展。

从零维的富勒烯、一维的碳纳米管,到二维的石墨烯及三维的石墨和金刚

石,石墨烯的发现使碳材料家族变得更趋完整。作为一种新型二维纳米碳材料,

石墨烯自诞生之日起就备受瞩目,并迅速吸引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激发了

广大科研人员的研究兴趣。被誉为“新材料之王”的石墨烯,是目前已知最薄、最

坚硬、导电性和导热性最好的材料,其优异性能一方面激发人们的研究热情,另

一方面也掀起了应用开发和产业化的浪潮。石墨烯在复合材料、储能、导电油

墨、智能涂料、可穿戴设备、新能源汽车、橡胶和大健康产业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

用前景。在当前新一轮产业升级和科技革命大背景下,新材料产业必将成为未

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基石和先导,从而对全球经济、科技、环境等各个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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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中国是石墨资源大国,也是石墨烯研究和应用开发最活跃

的国家,已成为全球石墨烯行业发展最强有力的推动力量,在全球石墨烯市场上

占据主导地位。

作为21世纪的战略性前沿新材料,石墨烯在中国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无论

在科学研究还是产业化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与此同时也面临一些瓶颈

和挑战。如何实现石墨烯的可控、宏量制备,如何开发石墨烯的功能和拓展其应

用领域,是我国石墨烯产业发展面临的共性问题和关键科学问题。在这一形势

背景下,为了推动我国石墨烯新材料的理论基础研究和产业应用水平提升到一

个新的高度,完善石墨烯产业发展体系及在多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促进我国石

墨烯科学技术领域研究体系建设、学科发展及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一

套大部头的精品力作诞生了。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刘忠范院

士领衔策划了这套“战略前沿新材料———石墨烯出版工程”,共22分册,从石墨

烯的基本性质与表征技术、石墨烯的制备技术和计量标准、石墨烯的分类应用、

石墨烯的发展现状报告和石墨烯科普知识等五大部分系统梳理石墨烯全产业链

知识。丛书内容设置点面结合、布局合理,编写思路清晰、重点明确,以期探索石

墨烯基础研究新高地、追踪石墨烯行业发展、反映石墨烯领域重大创新、展现石

墨烯领域自主知识产权成果,为我国战略前沿新材料重大规划提供决策参考。

参与这套丛书策划及编写工作的专家、学者来自国内二十余所高校、科研院

所及相关企业,他们站在国家高度和学术前沿,以严谨的治学精神对石墨烯研究

成果进行整理、归纳、总结,以出版时代精品作为目标。丛书展示给读者完善的

科学理论、精准的文献数据、丰富的实验案例,对石墨烯基础理论研究和产业技

术升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并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进一步探索、研究,突破更多

石墨烯专业技术难题。相信,这套丛书必将成为石墨烯出版领域的标杆。

尤其让我感到欣慰和感激的是,这套丛书被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

出版规划,并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的大力支持,我要向参与丛书编写工作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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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和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表示感谢,正是有了你们在各自专业领域中的倾情

奉献和互相配合,才使得这套高水准的学术专著能够顺利出版问世。

最后,作为这套丛书的编委会顾问成员,我在此积极向广大读者推荐这套

丛书。

中国科学院院士

2020年4月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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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二

“战略前沿新材料——石墨烯出版工程”:
一套集石墨烯之大成的丛书

2010年10月5日,我在宝岛台湾参加海峡两岸新型碳材料研讨会并作了

“石墨烯的制备与应用探索”的大会邀请报告,数小时之后就收到了对每一位从

事石墨烯研究与开发的工作者来说都十分激动的消息:2010年度的诺贝尔物理

学奖授予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AndreGeim和KonstantinNovoselov教授,以表

彰他们在石墨烯领域的开创性实验研究。

碳元素应该是人类已知的最神奇的元素了,我们每个人时时刻刻都离不开

它:我们用的燃料全是含碳的物质,吃的多为碳水化合物,呼出的是二氧化碳。

不仅如此,在自然界中纯碳主要以两种形式存在:石墨和金刚石,石墨成就了中

国书法,而金刚石则是美好爱情与幸福婚姻的象征。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

碳一次又一次给人类带来惊喜:80年代伊始,科学家们采用化学气相沉积方法

在温和的条件下生长出金刚石单晶与薄膜;1985年,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Kroto

与美国莱斯大学的Smalley和Curl合作,发现了具有完美结构的富勒烯,并于

1996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1991年,日本NEC公司的Iijima观察到由碳组成

的管状纳米结构并正式提出了碳纳米管的概念,大大推动了纳米科技的发展,并

于2008年获得了卡弗里纳米科学奖;2004年,Geim 与当时他的博士研究生

Novoselov等人采用粘胶带剥离石墨的方法获得了石墨烯材料,迅速激发了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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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研究热情。事实上,人类对石墨烯结构并不陌生,石墨烯是由单层碳原子构

成的二维蜂窝状结构,是构成其他维数形式碳材料的基本单元,因此关于石墨烯

结构的工作可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的理论研究。1947年,Wallace首次计算了

石墨烯的电子结构,并且发现其具有奇特的线性色散关系。自此,石墨烯作为理

论模型,被广泛用于描述碳材料的结构与性能,但人们尚未把石墨烯本身也作为

一种材料来进行研究与开发。

石墨烯材料甫一出现即备受各领域人士关注,迅速成为新材料、凝聚态物理

等领域的“高富帅”,并超过了碳家族里已很活跃的两个明星材料———富勒烯和

碳纳米管,这主要归因于以下三大理由。一是石墨烯的制备方法相对而言非常

简单。Geim等人采用了一种简单、有效的机械剥离方法,用粘胶带撕裂即可从

石墨晶体中分离出高质量的多层甚至单层石墨烯。随后科学家们采用类似原理

发明了“自上而下”的剥离方法制备石墨烯及其衍生物,如氧化石墨烯;或采用类

似制备碳纳米管的化学气相沉积方法“自下而上”生长出单层及多层石墨烯。二

是石墨烯具有许多独特、优异的物理、化学性质,如无质量的狄拉克费米子、量子

霍尔效应、双极性电场效应、极高的载流子浓度和迁移率、亚微米尺度的弹道输

运特性,以及超大比表面积,极高的热导率、透光率、弹性模量和强度。最后,特

别是由于石墨烯具有上述众多优异的性质,使它有潜力在信息、能源、航空、航

天、可穿戴电子、智慧健康等许多领域获得重要应用,包括但不限于用于新型动

力电池、高效散热膜、透明触摸屏、超灵敏传感器、智能玻璃、低损耗光纤、高频晶

体管、防弹衣、轻质高强航空航天材料、可穿戴设备,等等。

因其最为简单和完美的二维晶体、无质量的费米子特性、优异的性能和广阔

的应用前景,石墨烯给学术界和工业界带来了极大的想象空间,有可能催生许多

技术领域的突破。世界主要国家均高度重视发展石墨烯,众多高校、科研机构和

公司致力于石墨烯的基础研究及应用开发,期待取得重大的科学突破和市场价

值。中国更是不甘人后,是世界上石墨烯研究和应用开发最为活跃的国家,拥有

一支非常庞大的石墨烯研究与开发队伍,位居世界第一。有关统计数据显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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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正式发表的石墨烯相关学术论文的数量、中国申请和授权的石墨烯相关专

利的数量,还是中国拥有的从事石墨烯相关的企业数量以及石墨烯产品的规模

与种类,都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然而,尽管石墨烯的研究与开发已十六

载,我们仍然面临着一系列重要挑战,特别是高质量石墨烯的可控规模制备与不

可替代应用的开拓。

十六年来,全世界许多国家在石墨烯领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进

行研究、开发和产业化,在制备技术、物性调控、结构构建、应用开拓、分析检测、

标准制定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形成了丰富的知识宝库。虽有一些

有关石墨烯的中文书籍陆续问世,但尚无人对这一知识宝库进行全面、系统的总

结、分析并结集出版,以指导我国石墨烯研究与应用的可持续发展。为此,我国

石墨烯研究领域的主要开拓者及我国石墨烯发展的重要推动者、北京大学教授、

北京石墨烯研究院创院院长刘忠范院士亲自策划并担任总主编,主持编撰“战略

前沿新材料———石墨烯出版工程”这套丛书,实为幸事。该丛书由石墨烯的基本

性质与表征技术、石墨烯的制备技术和计量标准、石墨烯的分类应用、石墨烯的

发展现状报告、石墨烯科普知识等五大部分共22分册构成,由刘忠范院士、张锦

院士等一批在石墨烯研究、应用开发、检测与标准、平台建设、产业发展等方面的

知名专家执笔撰写,对石墨烯进行了360°的全面检视,不仅很好地总结了石墨烯

领域的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包括作者们多年辛勤耕耘的研究积累与心得,系统

介绍了石墨烯这一新材料的产业化现状与发展前景,而且还包括了全球石墨烯

产业报告和中国石墨烯产业报告。特别是为了更好地让公众对石墨烯有正确的

认识和理解,刘忠范院士还率先垂范,亲自撰写了《有问必答:石墨烯的魅力》这

一科普分册,可谓匠心独具、运思良苦,成为该丛书的一大特色。我对他们在百

忙之中能够完成这一巨制甚为敬佩,并相信他们的贡献必将对中国乃至世界石

墨烯领域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刘忠范院士一直强调“制备决定石墨烯的未来”,我在此也呼应一下:“石墨

烯的未来源于应用”。我衷心期望这套丛书能帮助我们发明、发展出高质量石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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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的制备技术,帮助我们开拓出石墨烯的“杀手锏”应用领域,经过政产学研用的

通力合作,使石墨烯这一结构最为简单但性能最为优异的碳家族的最新成员成

为支撑人类发展的神奇材料。

中国科学院院士

成会明,2020年4月于深圳

清华大学,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深圳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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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前言

石墨烯是碳的同素异形体大家族的又一个传奇,也是当今横跨学术界和产

业界的超级明星,几乎到了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当然,石墨烯是当之无

愧的。作为由单层碳原子构成的蜂窝状二维原子晶体材料,石墨烯拥有无与伦

比的特性。理论上讲,它是导电性和导热性最好的材料,也是理想的轻质高强材

料。正因如此,一经问世便吸引了全球范围的关注。石墨烯有可能创造一个全

新的产业,石墨烯产业将成为未来全球高科技产业竞争的高地,这一点已经成为

国内外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共识。

石墨烯的历史并不长。从2004年10月22日,安德烈·海姆和他的弟子康

斯坦丁·诺沃肖洛夫在美国Science期刊上发表第一篇石墨烯热点文章至今,只

有十六个年头。需要指出的是,关于石墨烯的前期研究积淀很多,时间跨度近六

十年。因此不能简单地讲,石墨烯是2004年发现的、发现者是安德烈·海姆和

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但是,两位科学家对“石墨烯热”的开创性贡献是毋庸

置疑的,他们首次成功地研究了真正的“石墨烯材料”的独特性质,而且用的是简

单的透明胶带剥离法。这种获取石墨烯的实验方法使得更多的科学家有机会开

展相关研究,从而引发了持续至今的石墨烯研究热潮。2010年10月5日,两位

拓荒者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距离其发表的第一篇石墨烯论文仅仅六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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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地球上所有已知生命基础的碳元素,又一次惊动了世界”,瑞典皇家科学院

当年发表的诺贝尔奖新闻稿如是说。

从科学家手中的实验样品,到走进百姓生活的石墨烯商品,石墨烯新材料产

业的前进步伐无疑是史上最快的。欧洲是石墨烯新材料的发祥地,欧洲人也希

望成为石墨烯新材料产业的领跑者。一个重要的举措是启动“欧盟石墨烯旗舰

计划”,从2013年起,每年投资一亿欧元,连续十年,通过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

家的接力合作,加速石墨烯新材料的产业化进程。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是石墨烯

新材料呱呱坠地的场所,也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石墨烯专门研究机构的地方。

2015年3月,英国国家石墨烯研究院(NGI)在曼彻斯特大学启航;2018年12月,

曼彻斯特大学又成立了石墨烯工程创新中心(GEIC)。动作频频,基础与应用并

举,矢志充当石墨烯产业的领头羊角色。当然,石墨烯新材料产业的竞争是激烈

的,美国和日本不甘其后,韩国和新加坡也是志在必得。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

已有179个国家或地区加入了石墨烯研究和产业竞争之列。

中国的石墨烯研究起步很早,基本上与世界同步。全国拥有理工科院系的

高等院校,绝大多数都或多或少地开展着石墨烯研究。作为科技创新的国家队,

中国科学院所辖遍及全国的科研院所也是如此。凭借着全球最大规模的石墨烯

研究队伍及其旺盛的创新活力,从2011年起,中国学者贡献的石墨烯相关学术

论文总数就高居全球榜首,且呈遥遥领先之势。截至2020年3月,来自中国大陆

的石墨烯论文总数为101913篇,全球占比达到33.2%。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领

先不仅仅体现在统计数字上,其中不乏创新性和引领性的成果,超洁净石墨烯、

超级石墨烯玻璃、烯碳光纤就是典型的例子。

中国对石墨烯产业的关注完全与世界同步,行动上甚至更为迅速。统计数

据显示,早在2010年,正式工商注册的开展石墨烯相关业务的企业就高达1778

家。截至2020年2月,这个数字跃升到12090家。对石墨烯高新技术产业来

说,知识产权的争夺自然是十分激烈的。进入21世纪以来,知识产权问题受到

国人前所未有的重视,这一点在石墨烯新材料领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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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底,全球石墨烯相关的专利申请总数为69315件,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

专利高达47397件,占比68.4%,可谓是独占鳌头。因此,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

的石墨烯研究与产业化进程无疑是引领世界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统计数字

只能反映一部分现实,也会掩盖一些重要的“真实”,当然这一点不仅仅限于石墨

烯新材料领域。

中国的“石墨烯热”已经持续了近十年,甚至到了狂热的程度,这是全球其他

国家和地区少见的。尤其在前几年的“石墨烯淘金热”巅峰时期,全国各地争相

建设“石墨烯产业园”“石墨烯小镇”“石墨烯产业创新中心”,甚至在乡镇上都建

起了石墨烯研究院,可谓是“烯流滚滚”,真有点像当年的“大炼钢铁运动”。客观

地讲,中国的石墨烯产业推进速度是全球最快的,既有的产业大军规模也是全球

最大的,甚至吸引了包括两位石墨烯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众多来自海外的“淘金

者”。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石墨烯产业发展也存在着一些不健康的因素,

一哄而上,遍地开花,导致大量的简单重复建设和低水平竞争。以石墨烯材料生

产为例,2018年粉体材料年产能达到5100吨,CVD薄膜年产能达到650万平方

米,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总和还多,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2017年1

月30日,笔者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明确表达了对中国石墨烯产业发展现状的

担忧,随后很快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关注和批示。有关部门根据习总书记

的指示,做了全国范围的石墨烯产业发展现状普查。三年后的现在,应该说情况

有所改变,随着人们对石墨烯新材料的认识不断深入,以及从实验室到市场的产

业化实践,中国的“石墨烯热”有所降温,人们也渐趋冷静下来。

这套大部头的石墨烯丛书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诞生的。从2004年至今,

已经有了近十六年的历史沉淀。无论是石墨烯的基础研究,还是石墨烯材料的

产业化实践,人们都有了更多的一手材料,更有可能对石墨烯材料有一个全方位

的、科学的、理性的认识。总结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对于新兴的石墨

烯产业来说,这套丛书出版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国内外已经出版了

数十部石墨烯相关书籍,其中不乏经典性著作。本丛书的定位有所不同,希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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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全面总结石墨烯相关的知识积累,反映石墨烯领域的国内外最新研究进展,展

示石墨烯新材料的产业化现状与发展前景,尤其希望能够充分体现国人对石墨

烯领域的贡献。本丛书从策划到完成前后花了近五年时间,堪称马拉松工程,如

果没有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项目团队的创意、执着和巨大的耐心,这套丛书的问

世是不可想象的。他们的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坚持感动了笔者,让笔者承担起

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而这种执着的精神也贯穿整个丛书编写的始终,融

入每位作者的写作行动中,把好质量关,做出精品,留下精品。

本丛书共包括22分册,执笔作者20余位,都是石墨烯领域的权威人物、一

线专家或从事石墨烯标准计量工作和产业分析的专家。因此,可以从源头上保

障丛书的专业性和权威性。丛书分五大部分,囊括了从石墨烯的基本性质和表

征技术,到石墨烯材料的制备方法及其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以及石墨烯产品的计

量检测标准等全方位的知识总结。同时,两份最新的产业研究报告详细阐述了

世界各国的石墨烯产业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除此之外,丛书还为广大石

墨烯迷们提供了一份科普读物《有问必答:石墨烯的魅力》,针对广泛征集到的

石墨烯相关问题答疑解惑,去伪求真。各分册具体内容和执笔分工如下:01分

册,石墨烯的结构与基本性质(刘开辉);02分册,石墨烯表征技术(张锦);03分

册,石墨烯基材料的拉曼光谱研究(谭平恒);04分册,石墨烯制备技术(彭海

琳);05分册,石墨烯的化学气相沉积生长方法(刘忠范);06分册,粉体石墨烯

材料的制备方法(李永峰);07分册,石墨烯材料质量技术基础:计量(任玲玲);

08分册,石墨烯电化学储能技术(杨全红);09分册,石墨烯超级电容器(阮殿

波);10分册,石墨烯微电子与光电子器件(陈弘达);11分册,石墨烯薄膜与柔性

光电器件(史浩飞);12分册,石墨烯膜材料与环保应用(朱宏伟);13分册,石墨

烯基传感器件(孙立涛);14分册,石墨烯宏观材料及应用(高超);15分册,石墨

烯复合材料(杨程);16分册,石墨烯生物技术(段小洁);17分册,石墨烯化学与

组装技术(曲良体);18分册,功能化石墨烯材料及应用(智林杰);19分册,石墨

烯粉体材料:从基础研究到工业应用(侯士峰);20分册,全球石墨烯产业研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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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李义春);21分册,中国石墨烯产业研究报告(周静);22分册,有问必答:石墨

烯的魅力(刘忠范)。

本丛书的内容涵盖石墨烯新材料的方方面面,每个分册也相对独立,具有很

强的系统性、知识性、专业性和即时性,凝聚着各位作者的研究心得、智慧和心

血,供不同需求的广大读者参考使用。希望丛书的出版对中国的石墨烯研究和

中国石墨烯产业的健康发展有所助益。借此丛书成稿付梓之际,对各位作者的

辛勤付出表示真诚的感谢。同时,对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自始至终的全力投入

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谢意。由于时间、水平等因素所限,丛书难免存在诸多

不足,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2020年3月于墨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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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柔性光电薄膜(如透明导电薄膜等)材料是新型显示、高效光伏器件等领域

的核心材料,推动着信息社会的迅速发展。石墨烯的高载流子迁移率、宽波段光

学响应、优异机械柔性等特性使之成为柔性光电薄膜的重要候选材料。此外,相

对于其他新兴柔性光电薄膜材料,石墨烯还具备水氧阻隔、功函数易调控、掺杂

方便等特性,有利于实现高性能光电器件。目前,石墨烯已在光电探测、有机发

光二极管(OrganicLight EmittingDiode,OLED)、太阳能电池、柔性触控、柔性

电子纸等器件的研究方面得到了广泛关注,有望推动人机交互、智能穿戴、绿色

能源等应用领域快速发展。

尽管目前已有石墨烯薄膜和柔性光电器件的相关综述文章及部分书籍章

节,但尚无专著全面系统地介绍该主题。鉴于此,我们承蒙刘忠范院士的邀请,

编写了本书。为了满足读者对该领域最新进展的系统了解,我们召集了从事相

关研究的科研人员,共同凝练和总结了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形成了本书的主要

内容。全书分为八章,依次介绍了石墨烯薄膜的生长、转移、改性、图案化技术

及其应用。全书在内容上阐明了基本概念、原理,并介绍了最新的国内外研究

进展与成果。第1章绪论由罗伟撰写,第2章石墨烯薄膜制备技术由李占成和

张永娜撰写,第3章石墨烯薄膜转移技术由朱鹏撰写,第4章石墨烯薄膜性能

调控方法由黄德萍和段银武撰写,第5章石墨烯薄膜图案化工艺由聂长斌和农

金鹏撰写,第6章石墨烯薄膜在 OLED领域的应用由冷重钱撰写,第7章石墨

烯薄膜在太阳能电池领域的应用由姬乙雄撰写,第8章石墨烯薄膜在柔性电子

纸和触控器件中的应用由姜浩、马金鑫和徐鑫撰写。全书由史浩飞负责统稿、

审稿,李占成负责全书的整理、校对工作。此外,刘前林、周熙、杨婵、蒋昊也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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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了全书的校对。由于编著者的专业水平有限,加之该领域发展迅速、学科交

叉性强,书中难免存在不足和谬误之处,恳请各位专家和读者多多批评指正。

我们希望此书在激发石墨烯研究兴趣方面能够做出一点微薄的贡献,愿更

多的学者和技术人员投身其中,共同推动该领域的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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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石墨烯光电性质概述

长期以来,传统理论认为二维晶体因热力学扰动而无法稳定存在。直至

2004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K.Novoselov)和安德

烈·海姆(A.Geim)使用3M 胶带从高定向热解石墨中剥离出首片二维晶

体———石墨烯,掀起了以石墨烯为代表的二维材料研究热潮。石墨烯是一种由

sp2杂化碳原子呈蜂巢晶格排列构成的二维薄膜材料[图1 1(a)],每个碳原子贡

献s、px、py轨道电子与邻近3个碳原子形成σ键,余下的pz轨道电子则垂直于石

墨烯平面形成离域大π键。独特的原子结构赋予了石墨烯优异的物理化学特

性。其载流子迁移率高达2×105cm2/(V·s),杨氏模量和强度分别约为1TPa、

130GPa,热导率和比表面积分别可达5300W/(m·K)、2630m3/g,并展现出常

温量子霍尔效应、室温弹道输运、非线性光学性质、宽带光学响应等特性。因此,

石墨烯在众多研究和应用领域得到了广泛关注。

图 1 1　石墨烯的

结构

（a） 原子结构；（b） 能带结构

在柔性光电器件领域,石墨烯作为新兴柔性透明导电材料激发了科研人员

浓厚的研究兴趣。柔性透明导电薄膜既是器件内部各功能层与外部驱动电路形

成电气通道的关键环节,又是光束从器件入射或出射的窗口,因此在柔性光电器

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石墨烯优异的光电和机械性能使之成为极具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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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柔性透明导电薄膜。

得益于特殊的能带结构,石墨烯具有极高的载流子迁移率,是优良的导电材

料。其价带与导带在布里渊区边缘相交于狄拉克点,如图1 1(b)所示。能带在

布里渊区附近相交形成狄拉克锥形能谱,在这些相交点附近,电子能量与波矢呈

线性关系,因此电子表现出无质量的狄拉克费米子行为,其费米速度可达光速的

1/300,石墨烯能在常温下具有超高载流子迁移率,其电导率高达108S/m。

石墨烯具有宽谱高透过率,透光光谱宽而平坦,覆盖可见光到近红外波段。

因其独特的锥形电子结构,本征态石墨烯的光电导G 是与光子频率无关的恒定

值:G=e2/4ћ。式中,e为元电荷;ћ为约化普朗克常量,ћ=h/2π,其中h为普

朗克常量。因而石墨烯的透过率T与光子频率无关,其取决于精细常数α,即

T=(1+2πG/c)-2≈1-πα≈97.7% (1 1)

式中,πα≈2.3%为单层石墨烯的吸收率;α=e2/ћc,其中c为光速。因此,石墨

烯在可见光及近红外波段的透过率可达97.7%,这有助于利用更多光谱波段的

光能量。对于多层石墨烯,可将其近似光学等效为非接触的单层石墨烯的叠加。

所以忽略石墨烯较小的反射率且仅考虑每层石墨烯吸收约2.3%的光,N 层石墨

烯的透过率为(1-πα)N ≈1-2.3%×N。最后,石墨烯的原子结构使其具备良

好的柔性。石墨烯能于11%的拉伸应变下保持其导电性能,于3%的弯曲应变

下被弯曲30万次而方块电阻维持不变。

近年来,石墨烯新技术的开发进一步拓展了其应用前景。例如,大面积单晶

石墨烯生长技术利于获得高质量的薄膜材料,提升器件的光电特性;石墨烯清洁

转移技术有效减少薄膜表面杂质,利于制备高性能的薄膜光电器件。柔性石墨

烯薄膜将会对柔性太阳能电池、柔性有机发光二极管、柔性触控及柔性显示等柔

性光电器件的发展带来全新的机遇。

1.2 石墨烯与柔性透明导电薄膜

传统的透明导电薄膜是基于透明导电氧化物材料,主要包含In2O3、S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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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nO、Cd2InO4及其掺杂体系In2O3∶Sn(氧化铟锡,简称ITO)、SnO2∶F(掺氟二

氧化锡,简称FTO)、ZnO∶Al(掺铝氧化锌,简称AZO或ZAO)等。其基本特性

包括较大的禁带宽度(>3.0eV)、较低的电阻率(10-5~10-4Ω·cm)、较高的可

见光透过率(>80%)、紫外区的截止特性及红外区的高反射率。透明导电氧化

物薄膜面临透光光谱窄、离子扩散、稀有金属资源限制等问题,并在低应力下易

破裂而无法承受反复弯曲。易脆性成为透明导电氧化物薄膜的发展瓶颈,以致

其难以满足未来柔性光电器件可挠曲变形的应用需求,因此发展了以石墨烯、金

属等为基底材料的新型柔性透明导电薄膜。以下将分别介绍金属基、导电高分

子、碳纳米管、石墨烯透明导电薄膜,并分析石墨烯与其他透明导电薄膜在方块

电阻、透过率、功函数、粗糙度、柔性、雾度等技术指标上的差异与优势。

1. 金属基透明导电薄膜

根据金属基透明导电薄膜的结构,分为金属纳米线薄膜、金属网格薄膜和超

薄金属薄膜三类。

(1)金属纳米线薄膜

金属纳米线薄膜是由金属线交织而成的金属网络薄膜,具备光电性能优异、

柔性良好、可溶液加工、大批量低成本制备等优点,如图1 2所示。金属纳米线的

直径通常为几十纳米到几百纳米,长度为几十微米到几百微米,种类包含综合性能

优异的银纳米线、低成本的铜纳米线、高稳定性的金纳米线等。金属纳米线薄膜的

光电性能主要取决于三方面:金属纳米线的性质(组成和尺寸)、金属纳米线网络

的形成(用量和排列方式)、金属纳米线间的接触电阻。在研究金属纳米线的性质

方面,经过仿真计算,高长径比的金属纳米线将有利于实现更低的方块电阻和更高

的透过率。目前,银纳米线的平均直径、长度分别为20~200nm、10~300μm,长

径比为1000~4000。在研究金属纳米线的形成方面,发展了旋涂、刮涂、喷涂、狭

缝式挤压涂布等方法,这些方法通常会引起金属纳米线随机排布。通过引入毛细

作用、剪切力等手段来合理地排列金属纳米线,有助于减少金属纳米线的用量以增强

电极性能。降低金属纳米线间的接触电阻是优化光电性能的关键,为此开发了热处

理、溶剂清洗、等离子刻蚀、机械压印、材料复合、电化学镀膜、焊接等技术。金属纳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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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纵横交错、上下堆叠的排列方式导致其导电薄膜界面粗糙,不利于制备有机发光二

极管等器件,将金属纳米线嵌入聚合物、复合其他透明电极等方法可用于改善粗糙度

问题。金属纳米线的散射作用会引发电极产生一定雾度,从而影响显示清晰度,如图

1 2(c)所示。此外,金属纳米线面临稳定性问题,特别是银纳米线和铜纳米线,易被

空气环境中的水、氧、硫等侵蚀,并在光照、高温及电流条件下加速退化。

图 1 2　银纳米线

薄膜

（a） 银纳米线溶液；（b） SEM图；（c） 柔性透明导电薄膜

(2)金属网格薄膜

金属网格薄膜通常是指互相致密连接的周期性金属线网络薄膜。相比于金

属纳米线薄膜,它的优点在于金属线间无接触电阻、金属线的长径比可调控、金属

网格的图形可设计。理论上,在给定透过率的情况下,可设计足够厚的金属网格以

实现足够低的方块电阻,但由此会增加工艺难度和薄膜表面粗糙度。因此,金属网

格的设计和制备方法是其研究重点。在设计方面,金属网格可以被制备为正方形、

三角形、蜂巢状、裂纹状、纳米槽网络等图形。在制备方法方面,开发了光刻、激光

烧结、纳米压印、静电纺丝、模板调制自组装、打印等技术。其中光刻、激光烧结等

减法工艺和纳米压印等真空镀膜工艺因材料利用率低或制备过程复杂而存在成

本高昂的问题,而利用金属纳米颗粒等材料自下而上地制备金属网格的溶液法则

具备低成本优势。金属网格的光电性能较好,例如电镀法制备的嵌入式金属网格

(图1 3)可达到高于90%的透过率及小于1Ω/□的方块电阻。类似于金属纳米

线,金属网格也存在界面粗糙问题。金属网格的功函数、稳定性等性质取决于金属

原材料,例如金的功函数高,但价格昂贵;铜的功函数中等,但稳定性较差;银的电

导率最高,但功函数较低。此外,金属网格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导电薄膜非连续,

金属网格裸眼可见,从而影响其在高分辨率显示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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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3　嵌入式金

属网格薄膜

（a） 示意图；（b） SEM图；（c） 柔性透明导电薄膜

(3)超薄金属薄膜

超薄金属薄膜是指厚度为几纳米或者数十纳米并具备一定透光率的金属导

电薄膜。区别于金属纳米线薄膜、金属网格薄膜,超薄金属薄膜是连续且平整的

导电薄膜。通常,超薄金属薄膜须在其界面匹配一定厚度的增透层或减反射层

以提高导电薄膜的透过率。根据匹配材料的种类,超薄金属薄膜可分为介质/金

属/介质复合多层结构薄膜和透明导电氧化物/金属/透明导电氧化物叠层透明

导电薄膜。其中,金属层的厚度和界面性质严重影响导电薄膜的光电性能。这

是由于金属在成膜过程中会因其与基底的表面能不匹配而形成非连续的三维岛

状结构,为了形成完整连续的导电通道,需要增大金属膜厚度,甚至大于金属的

趋肤深度,因此对导电薄膜的透过率有较大的影响。解决该问题的思路是添加

金属、金属氧化物、有机小分子、复合层等种子层以减小临界成膜厚度,或者掺杂

金属薄膜以抑制金属的三维岛状生长模式。例如,利用聚乙烯亚胺(PEI)作为种

子层的方法能有效减小银的临界成膜厚度且提升薄膜连续性,如图1 4所示。

图 1 4　基于 PEI

种子层的银纳米

薄膜

（a） 示意图；（b） 超薄金属柔性透明导电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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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引入导电聚合物作为减反射层,可使透明导电薄膜获得小于10Ω/□的方块电

阻和大于95%的透过率。超薄金属薄膜还具有功函数可调节的优点,通过改变

所匹配的上层界面材料能够成为高功函数的阳极或低功函数的阴极。但超薄金

属薄膜也存在稳定性问题,且附着力差,薄膜易于脱落而导致器件失效。

2. 导电高分子透明导电薄膜

1977年,Heeger发现聚乙炔薄膜经电子受体掺杂后电导率增加了9个数量

级,打破了有机高分子(聚合物)总是绝缘体的传统观念。此后,出现了聚噻吩、

聚吡咯、聚苯胺等导电高分子,其中以聚乙撑二氧噻吩 聚(苯乙烯磺酸盐)

[PEDOT∶PSS,如图1 5(a)所示]为代表。PEDOT∶PSS具有可溶液加工、成

膜平整、功函数较高(4.9~5.2eV)且机械柔性和透光性优良的特点。其原始电

导率通常小于1S/cm,所以提高PEDOT∶PSS的电导率是其研究重点。采取的

思路为实现PEDOT和PSS相分离,运用该方法制备的PEDOT∶PSS薄膜经过

浓硫酸处理后,其电导率可被提高到4380S/cm,接近ITO的电导率(约

5000S/cm)。PEDOT∶PSS的可溶液加工能力使之兼容低成本的溶液法薄膜器

件制备技术。图1 5(b)列举了溶液法卷对卷制备的PEDOT∶PSS柔性透明导

电薄膜,其在50000次弯曲循环中方块电阻变化产生的标准差仅为2.32Ω/□,

展现出优异的柔性。然而,PEDOT∶PSS存在酸性和易吸湿性的缺点,影响了其

薄膜和器件稳定性,这还需要进一步解决。

图1 5　PEDOT∶

PSS透明导电薄膜

（a） PEDOT∶PSS分子结构；（b） 溶液法卷对卷制备的 PEDOT∶PSS柔性透明导电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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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碳纳米管透明导电薄膜

碳纳米管透明导电薄膜的研究始于2004年所报道的抽滤和浸涂法制备的

单壁碳纳米管[图1 6(a)]薄膜,其优点在于可溶液法制备、稳定性高、机械强度

大、柔性性能良好。碳纳米管的宏量制备主要通过化学气相沉积(Chemical

VaporDeposition,CVD)法,之后利用溶液法进一步制备碳纳米管透明导电薄

膜,例如图1 6(b)所示的刷涂法可便捷制备高性价比的碳纳米管透明导电薄

膜,其方块电阻、透过率分别达到286Ω/□、78.45%。因碳纳米管长径比高、比

表面积大,范德瓦耳斯力容易导致其积聚,从而引发溶液法制备碳纳米管的材料

分散问题。此外,碳纳米管透明导电薄膜存在界面粗糙和接触电阻问题。尤其

是接触电阻问题,降低了碳纳米管透明导电薄膜的光电性能。单壁碳纳米管可

达到2×105S/cm的电导率和1×105cm2/(V·s)的载流子迁移率,但碳纳米管

随机分布构成的薄膜仅获得了约6600S/cm的电导率和1~10cm2/(V·s)的载

流子迁移率。碳纳米管透明导电薄膜的光电性能尚且不高,有待进一步深入

研究。

图 1 6　碳纳米管

透明导电薄膜

（a） 单壁碳纳米管结构；（b） 刷涂法制备高性价比的碳纳米管透明导电薄膜（插图为碳纳米管溶液）

4. 石墨烯透明导电薄膜

石墨烯拥有优异的光学、电学、力学、热学等性质,其单层薄膜的透过率高、

导电性好且柔性性能优良,如图1 7(a)所示。石墨烯的制备方法可分为CVD

法、碳化硅外延生长法、机械剥离法、液相剥离法、氧化还原法等,其中CVD法以

优异的综合性能和大面积制备的潜力成为制备石墨烯的主要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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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7　石墨烯透

明导电薄膜

（a） 柔性石墨烯透明导电薄膜示意图；（b） 卷对卷制备及转移的 30 in 大面积石墨烯薄膜 ①

实现石墨烯薄膜的低方块电阻是获得高性能透明导电薄膜的关键。其方块

电阻Rsh的计算公式可表达为

Rsh= ∑
N

i=1
eμini  -1 (1 2)

式中,μi和ni 分别为第i层石墨烯薄膜的载流子迁移率和载流子浓度;e为

元电荷。从式(1 2)可得出降低石墨烯薄膜方块电阻的三种方法。① 增加

石墨烯薄膜的载流子迁移率,为此需要减少石墨烯的缺陷、开发大面积单晶

石墨烯生长和石墨烯无损转移技术。② 增加石墨烯薄膜的载流子浓度,通

常采取吸附掺杂或晶格掺杂技术,前者使用氯化金(AuCl3)、硝酸(HNO3)等

掺杂试剂,后者则使用氮、硼等原子替换石墨烯中的碳原子。③ 增加石墨烯

薄膜的层数,通过并联多层石墨烯以降低方块电阻,包含的方法有反复转移

得到多层石墨烯、直接生长多层石墨烯、还原氧化石墨烯等。2010年,Bae等

报道了卷对卷制备及转移30in大面积石墨烯薄膜[图1 7(b)],通过硝酸掺

杂并堆叠4层石墨烯使透明导电薄膜获得了30Ω/□的方块电阻和90%的

透过率。

表1 1对比了目前主要透明导电薄膜的性能。石墨烯薄膜存在润湿性差、

制备成本高等问题,光电综合性能也有待提升,但石墨烯薄膜在功函数可调性、

稳定性、雾度等技术指标上具备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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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 不同透

明导电薄膜的性能

对比 （○ 表示优

异，□表示一般，

△表示有待改善）

电极种类
高透过率
低方块电阻

功函数
可调性

粗糙度 柔性 稳定性 雾度 图案化 润湿性 成本

商用ITO □ □ ○ △ ○ ○ ○ □ □
金属纳米线薄膜 ○ □  △① ○  △② △ □ □ ○
金属网格薄膜 ○ □  △① ○ ○ □ ○ □ □
超薄金属薄膜 ○ ○ ○ ○ □ ○ △ ○ □
导电高分子薄膜 △ ○ ○ ○ △ ○ ○ ○ □
碳纳米管薄膜 △ ○ △ ○ ○ □ ○ □ □
石墨烯薄膜 □ ○ ○ ○ ○ ○ ○ △ △

  ① 所指金属基透明导电薄膜采用常规结构,而采用嵌入结构则具有较小的粗糙度;
② 所指金属基透明导电薄膜采用常规材料和结构,而采用稳定金属或嵌入结构则具有较好的稳

定性。

1.3 石墨烯柔性光电器件

石墨烯优异的综合性能使之在柔性光电器件中展现出应用潜力。其在稳定

性、水氧阻隔性、功函数可调性等方面的特性将为有机发光二极管、太阳能电池、

触摸屏、电子墨水和液晶显示面板等柔性光电器件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1. 有机发光二极管

石墨烯薄膜是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透明电极的候选材料,其优异的柔性

有望满足OLED可挠曲变形的需求。石墨烯薄膜的易修饰性使功函数具备较大

的调控范围,因而既可作为高功函数的OLED阳极,也可以作为低功函数的

OLED阴极。图1 8是石墨烯薄膜作为OLED阳极的结构示意图和柔性石墨

烯OLED发光照片。石墨烯芳香环中的高电子密度仅形成0.064nm的几何孔

径,小至任何分子无法通过,可阻隔导致OLED性能退化的水氧分子,由此具备

器件封装功能。此外,石墨烯结构稳定,不存在困扰传统导电氧化物的离子扩散

问题,从而避免离子扩散至有源层而引起发光激子猝灭。

2. 太阳能电池

石墨烯薄膜在太阳能电池器件中可扮演多种角色,如透明电极、光活性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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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8　柔性石墨

烯 OLED

（a） 结构示意图；（b） 实验室样品发光照片

载流子传输通道等,如图1 9所示。作为透明电极,石墨烯薄膜已被用于多种光

伏器件,如无机太阳能电池、有机太阳能电池、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钙钛矿太阳

能电池等。相比于其他透明导电薄膜,其具备宽谱高透过率的独特优势,在近红

外波段仍能达到约97.7%的高透过率,从而扩展了太阳能光伏器件的利用范围,

有效地提升了器件效率。此外,石墨烯sp2的杂化结构赋予其化学稳定性,使石

墨烯薄膜具备耐候性和耐久性,利于光伏器件于恶劣环境下工作。

图 1 9　基于石墨

烯透明电极的柔性

太阳能电池器件

（a） 无机太阳能电池结构示意图；（b）有机太阳能电池结构示意图；（c）染料敏化太阳能电池结构

示意图；（d） 有机太阳能电池器件实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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