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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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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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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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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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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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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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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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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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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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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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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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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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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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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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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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的创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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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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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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墨烯是碳元素的一种同素异形体,由单层碳原子所构成的蜂窝状

二维晶体。石墨烯被用作碳纳米管、富勒烯、多层石墨烯以及体石墨等石

墨烯基材料的基本构筑单元。石墨烯基材料的有关研究可以追溯到20

世纪,理想的石墨烯结构经常被用作描述各种碳材料性质的基础模型。

直到2004年,安德烈·海姆(AndreGeim)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

(KostyaNovoselov)等人利用机械剥离法制备出石墨烯,这激发了石墨烯

基材料的研究热潮。石墨烯具有诸多新奇的物理性质,包括常温常压下

极高的电子迁移率、优越的力学和热学性质,以及能够在室温下观察到量

子霍尔效应等。从石墨烯延伸出来的石墨烯基材料也具有丰富的性质,

并被应用于各种各样的功能器件。当前,石墨烯基材料的研究涵盖了从

电子和声子等元激发、各元激发的相互作用以及光吸收和光散射等基础

物理性质,到石墨烯基纳米光电子器件、超级电容器、纳机电系统等应用

领域。石墨烯基材料展现出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广阔的应用前景。

在基础研究和器件应用研究中,对石墨烯基材料进行无损、高效、高

分辨率甚至原位的表征和分析是必不可少的。拉曼光谱作为物质对光的

非弹性散射光谱,对材料的物理化学性质高度敏感。拉曼光谱的测试操

作简单,可在常温常压环境下进行,且不需要特殊的样品制备。拉曼光谱

是表征石墨烯基材料结构、对称性、电子能带、声子色散、弹性系数、掺杂

和缺陷等性质的有力工具,为人们充分理解其展现的优异性能提供了便

捷的途径。石墨烯基材料具有众多分支且都具有独特的结构,这使得其

拉曼光谱看起来较为复杂,其光谱特征随石墨烯基材料的结构、堆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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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转角以及外界微扰等因素的变化而发生显著改变。这给分析石墨烯

基材料的拉曼光谱分析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其中,部分问题至今仍困扰着

许多科学工作者。

通常,对于非专业研究者来说,拉曼光谱只是一种材料种类和晶体质

量的表征工具,大家往往忽视了其背后所蕴藏的复杂机理。深入地理解

石墨烯基材料的拉曼散射机理有助于纳米科学领域甚至工业化应用领域

的研究者更好地使用拉曼光谱仪来获得更多、更丰富的材料信息。为了

更好地理解和解释石墨烯基材料复杂的拉曼光谱特征,掌握一些基本的

固体物理概念是必要的,这将有助于把实验和理论结合起来,了解并分析

实验参数 (如激发光和散射光的偏振方向、光子能量、温度、压力、磁场、

载流子浓度和栅压等)与拉曼光谱特征之间的关系,进而解释石墨烯基

材料所具有的丰富且奇特的物理现象。

撰写本书主要目的是帮助读者理解石墨烯基材料的声子物理和拉曼

光谱,提供一系列基础性、系统性和指南性的知识,为准备进入本领域或

刚涉及利用拉曼光谱来表征石墨烯基材料物理和化学性质的科研人员提

供必要的理论和方法支持,为相关科技工作者展示目前该领域的最新研

究进展,并为有志于从事拉曼光谱研究的同行们提供理论基础、实验技术

和结果分析的知识储备。为此,本书主要介绍光散射的理论基础,包括一

阶拉曼散射和双共振拉曼散射,着重关注石墨烯基材料独特的电子能带

结构所导致的拉曼散射过程,以及外界微扰对其拉曼散射过程的影响,并

系统地介绍当前拉曼光谱在表征石墨烯基材料及其相关异质结和器件方

面的应用和代表性研究工作。

本书共分为七章。先从石墨烯基材料的结构和性质入手,详细介绍

其独特的物理和化学性质;在引入电子和声子等基本概念之后,简述了晶

体材料的电子能带结构和声子色散曲线的计算方法,比较了不同层数和

堆垛方式的多层石墨烯的物理性质;随后,从经典理论和量子图像两个方

面介绍了拉曼散射理论,包括一阶和高阶拉曼散射、共振拉曼散射、拉曼

选择定则和拉曼光谱特征等基础知识;结合电子能带结构、声子色散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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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拉曼散射的理论知识,分析了石墨烯、多层石墨烯和转角多层石墨烯

的拉曼光谱,及其随激发光和散射光的偏振方向、缺陷、磁场、电场、温度、

化学掺杂、转角等因素的变化关系;最后介绍了如何通过拉曼光谱特征的

变化来表征石墨烯基材料及其相关异质结的结构和性质,以及拉曼光谱

在表征石墨烯基器件的工作机理和性能等方面的应用。

本书由谭平恒研究员、从鑫博士生、刘雪璐高级工程师和冷宇辰博士

生共同完成,作者均为从事石墨烯基材料拉曼光谱学研究的一线人员。

谭平恒研究员全面指导了本书的撰写工作。从鑫博士生负责了第1~2

章初稿的撰写工作。从鑫博士生和谭平恒研究员共同撰写了第3~6章

的初稿,其中,刘雪璐高级工程师提供了第3章的部分实验数据,冷宇辰

博士生提供了第4章和第5章的部分素材。刘雪璐高级工程师提供了第

7章的部分素材,并与谭平恒研究员共同撰写了第7章的初稿。谭平恒研

究员和从鑫博士生对全部初稿进行了统稿和再加工。最后,谭平恒研究

员对全部稿件进行了审校。

本书从策划到完稿前后花了逾三年时间,其间本研究组和其他课题

组不断有最新成果发表,使得稿件一直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但比较遗

憾的是,即使到出版时,仍然不能及时地把很多新的成果囊括到本书中。

本书的最终成稿,部分得益于新冠肺炎疫情而多出的整块可支配的时间,

这种心情无以言表。由于作者水平及经验有限,书中难免存在诸多不妥

和疏漏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并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以后进行

修订。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与多层石墨烯对应的是单层石墨烯,但从学术意

义上严格来说,石墨烯就是指单层石墨烯,因此本书不再特别提单层石墨

烯的概念,除非为了比较说明等。另外,石墨烯基材料的性质与缺陷、磁

场、电场、温度和载流子掺杂浓度等密切相关。如果没有加限制性说明,

本书所描述的都是本征的(无缺陷和载流子掺杂的)、在常温常压下石墨

烯基材料所具有的性质。为了便于读者直接从http://dx.doi.org/快速

地检索到所关心的参考文献,文末都尽量提供了它们的 DOI号。

003前言



希望本书的出版对从事或者渴望进入石墨烯基材料拉曼光谱研究领

域的科研工作者和研究生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读者若对此书有任

何疑问或意见,请直接发送电子邮件到phtan@semi.ac.cn。

谭平恒

2020年10月

004 石墨烯基材料的拉曼光谱研究



目 录

第 1章　石墨烯基材料的介绍 001

1.1 石墨烯基材料及其性质 004

1.2 范德瓦耳斯异质结及垂直器件 009

1.3 石墨烯基材料的表征 012

1.4 应用前景与挑战 015

第 2章　石墨烯基材料的基础性质 019

2.1 晶体结构 022

  2.1.1 单层和多层石墨烯 022

  2.1.2 转角多层石墨烯 024

2.2 声子 027

  2.2.1 一维双原子晶体 027

  2.2.2 石墨烯基材料的声子色散关系 031

2.3 电子能带结构 037

  2.3.1 石墨烯 037

  2.3.2 AB堆垛多层石墨烯 041

  2.3.3 转角多层石墨烯 043

2.4 可见光范围内层数依赖的光学性质 044

  2.4.1 光学衬度 046

001目录



  2.4.2 瑞利散射 049

  2.4.3 光吸收 051

2.5 小结 052

第 3章　拉曼散射理论 053

3.1 光散射的经典理论 058

  3.1.1 散射概率 058

  3.1.2 电偶极辐射 061

  3.1.3 拉曼选择定则 063

3.2 光散射的量子描述 068

  3.2.1 微观过程 069

  3.2.2 对称性分析 075

  3.2.3 多声子拉曼散射 078

3.3 共振拉曼散射 082

  3.3.1 单共振拉曼散射 083

  3.3.2 双共振拉曼散射 084

  3.3.3 共振条件分析 087

3.4 拉曼光谱特征 090

  3.4.1 涨落耗散理论 092

  3.4.2 斯托克斯和反斯托克斯拉曼过程 093

  3.4.3 拉曼峰线型和线宽 096

3.5 拉曼光谱信噪比 099

  3.5.1 暗光谱的噪声分析 102

  3.5.2 拉曼信号的噪声来源 104

  3.5.3 拉曼信号的SNR估算 111

3.6 小结 115

002 石墨烯基材料的拉曼光谱研究



第 4章　单层石墨烯的拉曼光谱 117

4.1 一阶拉曼模:G模 121

4.2 共振拉曼散射 124

  4.2.1 双共振拉曼散射过程 124

  4.2.2 斯托克斯和反斯托克斯拉曼光谱 132

  4.2.3 声学声子色散曲线 137

  4.2.4 拉曼散射增强基底 140

4.3 偏振拉曼光谱 142

  4.3.1 偏振拉曼实验配置 143

  4.3.2 石墨晶须的偏振拉曼光谱 148

  4.3.3 石墨烯的偏振拉曼光谱 149

  4.3.4 斜入射配置下石墨烯的偏振拉曼光谱 151

4.4 石墨烯边界的拉曼散射 153

4.5 缺陷石墨烯的拉曼散射 155

  4.5.1 缺陷石墨烯的拉曼光谱 155

  4.5.2 拉曼光谱表征石墨烯无序度 157

4.6 电学掺杂石墨烯的拉曼散射 159

  4.6.1 G模的量子干涉现象 159

  4.6.2 石墨烯的电声子耦合 162

4.7 化学掺杂石墨烯的拉曼光谱 165

  4.7.1 石墨烯的化学掺杂及拉曼表征 166

  4.7.2 重掺杂石墨烯的双共振拉曼散射 168

4.8 G模的温度效应 170

4.9 磁场下石墨烯的拉曼散射 175

4.10 小结 178

第 5章　多层石墨烯的拉曼光谱 179

5.1 多层石墨烯的高频拉曼光谱 182

003目录



  5.1.1 AB堆垛多层石墨烯 183

  5.1.2 ABC堆垛多层石墨烯 188

5.2 多层石墨烯边界的拉曼光谱 190

  5.2.1 双层石墨烯边界 191

  5.2.2 利用拉曼光谱确定2LG边界结构 192

  5.2.3 多层石墨烯边界 195

5.3 层间振动模 196

  5.3.1 线性链模型 198

  5.3.2 AB堆垛多层石墨烯 202

  5.3.3 ABC堆垛多层石墨烯 205

  5.3.4 剪切模的法诺共振 206

5.4 转角多层石墨烯 208

  5.4.1 莫尔声子 209

  5.4.2 t2LM的莫尔声子 211

  5.4.3 t2LG的R模和R'模 213

  5.4.4 t(m+n)LG的高频拉曼模 215

  5.4.5 高频模的共振拉曼散射 217

  5.4.6 t(m+n)LG的层间振动模 220

5.5 CVD制备的多层石墨烯 225

5.6 抛物线能带的双共振拉曼散射 230

  5.6.1 碳纳米管的拉曼光谱 230

  5.6.2 MoS2 的共振拉曼散射 233

5.7 小结 236

第 6章　石墨烯基范德瓦耳斯异质结及器件 237

6.1 石墨烯基范德瓦耳斯异质结 241

  6.1.1 mLM/nLG的制备 241

004 石墨烯基材料的拉曼光谱研究



  6.1.2 mLM/nLG的界面耦合 244

6.2 范德瓦耳斯异质结的电声子耦合 247

  6.2.1 nL hBN/mLW 的呼吸模 248

  6.2.2 nL hBN/mLW 的跨维度电声子耦合 249

  6.2.3 nL hBN/mLW 的层间键极化率模型 252

  6.2.4 mLM/nLG的电声子耦合 253

6.3 石墨烯基器件的拉曼光谱表征 255

  6.3.1 石墨烯基场效应晶体管 256

  6.3.2 石墨烯基储能器件 258

  6.3.3 石墨烯基太阳能电池和有机发光二极管 261

  6.3.4 石墨烯基纳米机电系统 262

  6.3.5 石墨烯基范德瓦耳斯异质结器件 264

6.4 小结 266

第 7章　拉曼光谱在表征石墨烯基材料中的应用 267

7.1 MENLG薄片层数的表征 270

  7.1.1 利用2D模线型表征 ME NLG层数 272

  7.1.2 利用层间振动模表征ABNLG层数 274

  7.1.3 利用G模强度表征NLG层数 275

  7.1.4 利用衬底Si峰强度表征NLG层数 278

7.2 拉曼光谱法表征石墨烯薄片层数的国家标准 282

  7.2.1 基于2D模线型表征石墨烯薄片层数的拉曼光谱法 283

  7.2.2 基于SiO2/Si衬底的硅拉曼模峰高表征石墨烯薄片

层数的拉曼光谱法 285

7.3 CVD NLG薄片层数和堆垛次序的表征 289

  7.3.1 CVD 1LG的表征 290

  7.3.2 层数表征 292

005目录



  7.3.3 堆垛次序表征 294

  7.3.4 界面转角表征 296

7.4 应力分析 298

7.5 缺陷表征 300

7.6 拉曼成像 303

  7.6.1 表征层数、晶畴和堆垛方式 303

  7.6.2 表征边界 305

  7.6.3 表征应力 306

  7.6.4 鉴别石墨烯生长机制 307

7.7 小结 308

附录 A　物理名词索引： 中文—英文 309

附录 B　物理名词索引： 英文—中文 315

参考文献 321

索引 336

006 石墨烯基材料的拉曼光谱研究



001

第 1章

石墨烯基材料的

介绍



002



碳材料作为凝聚态物理、材料物理、无机化学及其相关领域的基础材

料体系,具有简单性和丰富性的特点。同时,碳原子可以灵活地参与形成

各种化学键,使得碳材料具有不同的结构,进而具有丰富的物理和化学性

质。碳材料在当代科学技术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类金刚石和无定形碳

材料被广泛地应用于日常生活中,包括在磁盘涂层、防护涂层、增透膜、发

动机、太阳镜以及生物医学和微机电系统中的应用。其中,石墨烯是碳的

一种同素异形体。对石墨烯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Wallace

通过理论计算发现,当石墨的厚度减小到只有一个原子层的厚度(即石墨

烯)时,它表现出独特的电子性质。[1]事实上,体石墨就是由这样的石墨烯

按一定方式逐层堆叠而成,因此组成体石墨的每一层结构单元也被称为石

墨烯层。然而,理论计算和某些实验结果曾表明石墨烯这种二维材料是不

可能存在的。[2]早期为了在实验上获得石墨烯,人们尝试过化学插层的方

法,即将一些原子或分子插入石墨中,使得石墨的各原子层被这些原子或

分子隔离开,进而得到一种新的三维材料。在某些情况下,把大的分子插

入石墨中会导致其各原子层之间被隔离成较大的距离,因此,石墨插层化

合物可以看作由孤立的碳原子单层(即石墨烯)堆垛而成。[3]另外,还可以

通过化学反应去除石墨插层化合物中的插层分子而得到由重新堆垛和卷

曲的石墨烯片构成的沉淀物。由于这种方法很难控制石墨沉淀物的成分,

因此很少受到关注。对于石墨烯的制备,人们还尝试过其他方法,如用生

长碳纳米管的方法制备较厚的薄膜(层数超过100层的石墨薄膜)、金属表

面的化学气相沉积以及SiC的热分解等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在当时都不能

得到完美的石墨烯。直到2004年,安德烈·海姆(AndreGeim)和康斯坦

丁·诺沃肖洛夫(KonstantinNovoselov)等人发现可以通过胶带从高定向

热解石墨(highlyorientedpyrolyticgraphite,HOPG)中机械剥离出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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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石墨烯,所制备出的石墨烯具有令人惊奇的物理性质。[4]图1.1(a)为机械

剥离的单层和多层石墨烯以及转角多层石墨烯的典型光学图像。[5]这使得

石墨烯自从被制备出来以后就获得了极为广泛的关注和研究,特别是在石

墨烯基材料的制备技术方面,进展很快。经过多年的发展,人们探索出一

系列制备高质量石墨烯基材料的方法,包括机械剥离法(mechanical

exfoliation,ME)、化学气相沉积法(chemicalvapordeposition,CVD)、碳化

硅(SiC)表面外延生长法、还原氧化石墨烯法以及有机合成法等。石墨烯基材

料制备技术的进步为石墨烯薄片的层数控制、石墨烯功能化、凝聚态物理研

究以及新一代微纳光电子器件的应用探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68]

图 1.1　石墨烯基

材料的结构

　　（a）机械剥离的单层和多层石墨烯以及转角多层石墨烯的典型光学图像[5]；（b）石墨烯晶胞的

顶视图（A、B为两个不等价的碳原子，a1和a2为晶格基矢）[5]；（c） AB堆垛双层石墨烯（AB

2LG）的顶视图[5]；（d）ABA堆垛和（e）ABC堆垛三层石墨烯的原子结构示意图[5]；（f）转角双层

石墨烯的顶视图（θ表示上下两层石墨烯的相对旋转角度）[5]；（g）乱层石墨晶格结构示意图[9]

1.1 石墨烯基材料及其性质

石墨烯独特的物理性质来源于其独特的原子结构。严格意义上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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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烯是指单层石墨烯,它只有单个原子层的厚度,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二

维材料。石墨烯是每个碳原子与相邻三个碳原子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二

维蜂窝状结构,如图1.1(b)所示,由sp2 强共价键相互结合而成。[5]石墨烯

的原胞含有两个不等价的碳原子A和B,它们各自形成一套平面内的三

角网格。A和B原子之间的距离(即碳碳键的键长)aC—C=0.142nm,石

墨烯的晶格常数a=0.246nm。

石墨烯独特的原子结构使其具有显著的机械和热学性质,例如高的

抗断强度(约为40N/m)和杨氏模量(约为1.0TPa)以及超高的室温热导

率[约为5000W/(m·K)]。电子和空穴在不到1nm厚度的石墨烯中具

有相对论(无质量)属性,也就是说,电子在石墨烯中的输运需要用狄拉克

方程来描述,这为相对论量子力学的研究提供了基础。同时,石墨烯具有

较小的自旋轨道耦合以及超长的自旋相干长度,这一特性有望用于自旋

输运等自旋电子学基础问题和相关器件的研究。石墨烯的发现还促进了

新一代光电子器件的发展。本征石墨烯在费米能级附近具有独特的线性

能带结构,其电子有效质量为零,具有超高的费米速度和载流子迁移率,

以及亚微米尺度的弹道传输特性,同时可兼容已有工艺,有望应用于新一

代晶体管等电子器件之中。由于石墨烯具有独特的电子输运性质,悬浮

石墨烯的电子迁移率可以高达200000cm2/(V·s)。人们也理论预测并

通过实验证实了石墨烯的其他性质,例如最小电导率和半整数量子霍尔

效应、克莱恩隧穿(Kleintunneling)、负折射率和韦斯莱格透镜(Veselago

lensing)效应、金属 超导体结的反常安德列也夫反射(anomalousAndreev

reflection)以及金属 绝缘体相变等。石墨烯具有的高热导率、独特的光

学性质和机械性能以及高比表面积等特性使其在高频纳米电子学、微机

电系统、薄膜晶体管、透明导电复合材料和电极、快速充电电池和超级电

容器、高灵敏化学传感器、柔性与印刷光电子学和光子学领域具有重要的

应用,是一种极富研究和应用前景的材料。[2,4]

体石墨和多层石墨烯中各石墨烯层之间最为常见和稳定的堆垛方式

是AB堆垛和ABC堆垛。图1.1(c)给出了AB堆垛双层石墨烯(AB2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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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顶视图,其中一层六边形的中心被相邻层六边形顶点处的碳原子占据,

两层之间的距离为0.35nm。[5]对于更多层的情况,继续以这种堆垛方式可

形成AB堆垛三层石墨烯(AB 3LG),其最顶层的原子与最底层的原子位

置相同,如图1.1(d)所示。[5]AB3LG可以表示为ABA堆垛的三层石墨烯。

若最顶层的原子与近邻和次近邻原子层之间都有60°的转角,则构成ABC

堆垛的三层石墨烯(ABC3LG),如图1.1(e)所示。[5]除了以上规则的堆垛

方式以外,还可以将两石墨烯层以任意转角(θ)进行堆垛而形成转角双层

石墨烯(t2LG),如图1.1(f)所示。[5]通过调节旋转角度,可以连续地调节转

角石墨烯的电学性质和光学性质。如果将多个石墨烯层以任意角度堆垛,

则形成较厚的石墨片,即所谓的乱层石墨[图1.1(g)]。[9]石墨烯(singlelayer

graphene,SLG)、双层石墨烯(bilayergraphene,BLG)和少层石墨烯(few

layergraphene,FLG,层数为3~10)是二维石墨烯薄片可区别的三种类型。

有时双层石墨烯和少层石墨烯一起也被称为多层石墨烯(multilayer

graphene,MLG)。由10层及以上石墨烯层所构成的材料,其电子能带结

构已经逼近三维极限,从性质上来说通常不被认为是二维材料。

以石墨烯为基础可以构建各种各样的碳材料,这些具有不同维度和性

质的材料,都可以被称为石墨烯基材料。如图1.2所示,石墨烯可以被分解

为一维石墨烯纳米带和零维纳米石墨烯。[2]人们把宽度小于100nm的石墨

烯窄带称为石墨烯纳米带。将这种石墨烯纳米带卷成无缝的圆柱体则变

成了所谓的单壁碳纳米管。理论上,纳米带和纳米管可以无限长,因此,是

一维系统。再增加一层和两层的同心圆柱,就可以分别得到双壁和三壁碳

纳米管。多层石墨烯纳米带可以卷曲形成多壁碳纳米管。平面内尺寸小

于几百纳米的石墨被称为纳米石墨。在石墨烯中引入五元环,产生具有正

曲率的缺陷,可形成富勒烯,纳米石墨和富勒烯是一种零维结构。通过层

与层之间的范德瓦耳斯耦合,由石墨烯在平面外方向(c轴)上堆垛而形成

层状结构的多层石墨烯,若层数超过100,则形成三维体石墨。因此,以石

墨烯为基础可以构建零维、一维、二维和三维碳材料。

经过数十年的研究,石墨烯的制备技术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实现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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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通过石墨

烯构建石墨烯基材

料的示意图

　　注：石墨烯是一种二维材料，可包裹而成零维纳米球、卷曲而成一维纳米管、堆垛而成三维

体石墨。[2]

实验室中微米级石墨烯的制备到大面积、卷轴式(roll-to-roll)宏观石墨烯

的制备。图1.3(a)显示了利用化学气相沉积法在铜衬底上制备并转移到

透明衬底上的超大尺寸(35英寸①)的石墨烯薄膜。[11]高质量的石墨烯薄

膜具有较低的面电阻(约为125Ω·□-1)以及较高的光学透过率

(97.4%),并可以观测到半整数的量子霍尔效应。超大面积石墨烯薄膜

的制备促进了石墨烯在透明电极和柔性触摸屏方面的商业化应用。为了

促进石墨烯在实际器件中的各种应用并进一步扩展其功能以适应特殊的

应用环境,人们成功制备出了多种结构形式的石墨烯基材料,包括石墨烯

薄膜、三维石墨烯、石墨烯量子点、石墨烯纳米带、石墨烯复合物以及石墨

烯基异质结。早期,为了获得可用于电子器件的大面积石墨烯基材料,人

们尝试将石墨烯与高分子材料相结合来制备石墨烯/高分子复合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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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不同形式

的石墨烯基材料

图像

　　（a） 利用化学气相沉积法在铜衬底上制备并转移到透明衬底上的超大尺寸（35英寸）的石

墨烯薄膜；[11]（b） 面积为 170mm×220mm的悬浮三维石墨烯泡沫薄膜（插图为其高分辨扫

描电子显微镜图像）；[12]（c） 利用化学剥离石墨纳米颗粒制备的石墨烯量子点和氧化石墨烯量

子点；[13]（d） 石墨烯纳米孔的隧道电子显微镜图像；[14]（e） 通过化学方法合成的宽度为 7个

原子（小于 1nm）的石墨烯纳米带的高分辨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蓝色部分表示理论计算的石

墨烯纳米带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15]

而,这种石墨烯/高分子复合物的电导率较小,限制了石墨烯在电子器件

中的进一步应用。后来,人们又尝试将二维的石墨烯聚集成三维的宏观

结构,即三维石墨烯泡沫薄膜[图1.3(b)],其高分辨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

[图1.3(b)插图]所显示的柔性网络结构为电子的快速传输提供了有效通

道。[12]将这种石墨烯泡沫薄膜与二甲基硅氧烷结合所形成的复合物可获

得比石墨烯/高分子复合物高出六个数量级的电导率,促进了石墨烯泡沫

在柔性可穿戴器件中的应用。随着石墨烯制备技术的发展,现在简单易

行的合成工艺也能制备出理想的石墨烯基材料。

简单易行的合成工艺以及对石墨烯的物理化学加工可得到多种结

构可控的石墨烯基材料,这促进了石墨烯基材料在微纳电子器件、透明

电极以及生物等领域的应用。利用石墨烯的尺寸、形状以及sp2 键的成

分可以调节其电子能带结构及其带隙,进而可调节石墨烯的光致发光性

质。如图1.3(c)所示,通过化学剥离石墨纳米颗粒可制备高质量、尺寸

直径约为4nm的石墨烯量子点和氧化石墨烯量子点,尺寸如此之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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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其量子限制效应对光致发光也有贡献。[13]石墨烯量子点的碳原子只

有sp2 杂化,而氧化石墨烯量子点有含氧官能团所引起的缺陷,部分碳

原子为sp3 杂化。因此,石墨烯量子点和氧化石墨烯量子点的荧光光谱

表现出显著的差异,这为研究小尺寸石墨烯荧光光谱以及石墨烯基材料

在生物等领域(如细胞成像、生物传感器以及药物传输等)的应用提供了

理想的材料体系。通过高能量电子束刻蚀可以实现对石墨烯的剪裁,从

而得到具有较高质量的石墨烯纳米孔[图1.3(d)[14]]和石墨烯纳米带。本

征石墨烯为半金属材料,而石墨烯纳米带却表现出半导体性质,这已为实

验所证实。由于电子的散射效应,利用电子束刻蚀的方法只能得到10~

100nm宽度的纳米带,而利用化学合成法可得到宽度更窄的纳米带。图

1.3(e)显示了通过化学方法合成的宽度为7个原子(小于1nm)的石墨烯

纳米带的高分辨扫描电子显微镜图像。[15]

1.2 范德瓦耳斯异质结及垂直器件

当前,石墨烯的相关研究已逐渐从关于石墨烯基材料自身的研究转

移到其在器件等方面的应用,以及作为一种理想的平台对各种各样新奇

现象的研究上,因此,基于石墨烯的基础科学研究(如多体物理等)以及石

墨烯器件的质量水平都有望取得进一步的突破。石墨烯的成功制备及其

奇特性质的研究也促进了其他二维材料的研究进展。如今已有数千种二

维材料被制备出来,如图1.4所示,包括六方氮化硼(hBN)、二硫化钼

(MoS2)以及其他硫化物和层状氧化物等。[10]与石墨烯类似的二维材料也

受到了关注,特别是相比于体材料,二维材料(如 MoS2)的电学性质有显

著的提升。

多层石墨烯和六方氮化硼的每个原子层之间都是通过范德瓦耳斯力

结合而成,因此它们的厚度将直接由原子层的数量决定,其原子层的数量

就被称为多层石墨烯和六方氮化硼的层数。但在 MoS2 和Bi2Se3 等二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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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构建范德

瓦耳斯异质结的示

意图

　　注：右下图显示，将二维材料看作乐高积木，使得通过各种各样层状材料构建范德瓦尔斯

异质结成为可能。[10]

材料中,相邻原子层间也可能通过化学键结合成由多个原子层构成的不

可再物理剥离开的最小单元,这种最小单元被称为二维材料的“层”。例

如,MoS2 的“层”由 Mo原子层置于两个S原子层中间所形成的三明治结

构构成,而Bi2Se3 的“层”由五个原子层构成。总的来说,二维材料(two-

dimensionalmaterial,2DM)由一层或几层构成,其中每一层内的原子与

所在层内的邻近原子紧密成键结合,有一个维度(即其厚度)处于纳米或

更小尺度,其余两个维度通常处于更大尺度。二维材料的厚度可直接由

层厚与层数决定。

通过层间范德瓦耳斯力的相互作用,可以将相同或不同二维材料进

行纵向堆垛。通过范德瓦耳斯力结合而成二维范德瓦耳斯异质结可以不

受晶格常数匹配和材料合成方法兼容性的限制。在各种各样二维材料研

究取得进展的同时,二维范德瓦耳斯异质结的相关研究也获得了极大的

发展。例如,将一个单层二维材料堆垛到另一个单层或多层二维材料上

面,然后将另一种二维材料再堆叠到它们上面,等等,这样可得到人工合

成的具有特定堆垛顺序的新材料。平面内强的共价键保证了晶体的稳定

性,相对较弱的层间范德瓦耳斯力可以结合不同的二维材料,这种乐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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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式的材料堆垛方式可以扩展到任意材料的结合,并获得比单独的二维

材料具有更丰富性质的材料体系。

在二维材料大家族中,石墨烯具有极高的力学强度、常温下数个微米

的弹道传输距离、低温下悬浮样品高达105cm2/(V·s)的电子迁移率,因

此,石墨烯通常是构建范德瓦耳斯异质结和电子器件的重要组分。六方

氮化硼(hBN)作为石墨烯的理想衬底,进一步促进了二维材料转移和范

德瓦耳斯异质结制备技术的发展。hBN不但可以作为衬底,还可以将二

维材料包裹起来,以避免空气等外界因素造成的负面影响。例如,在低温

下,以hBN为衬底时石墨烯电子迁移率可从105cm2/(V·s)增加到5×

105cm2/(V·s),hBN包裹的石墨烯具有较高的空间均匀性,其面积可以

超过100μm2,在较低磁场(0.2T)下,其电容表现出量子震荡。

范德瓦耳斯异质结还可以充分利用各组分或子系统的优异性质而实

现各组分单独所不具备的功能。例如,具有高迁移率的石墨烯可作为原

子级厚的电极,用于遂穿场效应晶体管、透明柔性高量子效率的光电器

件、高开关比的逻辑器件、高量子效率且波长可调的发光二极管等各种高

性能器件之中,具有大带隙的过渡金属硫族化合物(transitionmetal

dichalcogenides,TMD)和hBN 等可作为电学器件的隧穿势垒。[16]图

1.5(a)显示了基于石墨烯/二硫化钨范德瓦耳斯异质结所制备的隧穿场

效应晶体管光学图像。[17]这种垂直器件的制备需要三次到四次二维材料

的转移工艺。图1.5(b)给出了范德瓦耳斯异质结界面的高分辨扫描透射

电子显微镜图像。[17]近邻原子层间范德瓦耳斯力的吸引作用可挤出界面

间的污染物或界面处形成的微米级气泡,因此异质结界面非常干净并且

具有原子级的平整度。这种原子级平整的界面是几乎不可能在其他传统

器件的界面通过其他技术所能实现的。范德瓦耳斯异质结对电荷的均匀

度较为敏感,而对于载流子迁移率没有太高的要求,这种隧穿异质结作为

一种新型的场效应隧穿晶体管,其隧穿电流可以通过调控电极的费米能

级来实现。例如,在图1.5(d)和(e)的器件中,石墨烯电极的费米能级可

通过调节栅压[图1.5(a)中硅衬底与底部石墨烯层(GrB)之间的电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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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石墨烯基

垂直器件

　　（a） 基于石墨烯 /二硫化钨范德瓦耳斯异质结所制备的隧穿场效应晶体管光学图像；

（b） 范德瓦耳斯异质结界面的高分辨扫描透射电子显微镜图像；（c） 垂直晶体管结构示意图；

（d） 没有施加栅压和偏压以及（e） 施加负栅压时的电子能带结构示意图[17]

改变。[17]这样即使没有施加偏压[底层石墨烯和顶部石墨烯(GrT)之间的

电压],石墨烯电极费米能级的升高也会降低隧穿势垒并产生电流,这与

标准的FowlerNordheim机理(偏压导致的隧穿效应)不同。利用范德瓦

耳斯异质结制备的隧穿器件在室温下可达到极高的开关比(106)。

1.3 石墨烯基材料的表征

无论是在实验室还是在工业生产中,用于鉴别和表征石墨烯基材料,

并研究这些材料在异质结和相关器件中的状态、效应和功能化机制的通

用技术,对于材料合成、基础研究和器件应用都是必不可少的。石墨烯基

材料的表征包括结构表征,以及电子和声子等基本性质的表征。表征技

术可以根据表征准粒子或电流/密度的响应函数来分类。在传统情况下,

可通过光电子能谱和隧道谱表征费米子,可通过光谱等技术表征玻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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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种表征技术可用来同时研究准粒子和集体激发的性质。例如,

光电子能谱中的反交叉精细结构可以给出准粒子和集体模式的相互作

用。相反地,光导率是一种电子的集体响应,根据某些近似,也可获取单

粒子能带结构的一些参数。图1.6显示了石墨烯中电子相关现象的能量

尺度及其对应的频率以及常见表征技术。[18]总体来说,表征石墨烯基材

料的技术包括扫描隧道显微镜、电子能量损失谱、拉曼光谱、椭圆偏振光

谱、角分辨光电子能谱、太赫兹时域光谱、红外光谱等。这些技术可实现

覆盖太赫兹到深紫外能量范围的准粒子和集体激发的探测。

图 1.6　石墨烯中

电子相关现象的能

量尺度及其对应的

频率以及常见表征

技术[18]

除上述谱技术外,原子力显微镜(atomicforcemicroscope,AFM)也

被广泛用于二维材料厚度的表征。[19]原则上,单层和多层石墨烯的厚度

可通过AFM来表征。理论上来说,多层石墨烯的厚度是一系列离散的

值,N 层石墨烯的厚度是石墨烯厚度的N 倍。但在实际测试过程中,由

于石墨烯和衬底之间存在空气等填充物,或者普通AFM的针尖与石墨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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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衬底的相互作用强度不同,由AFM所测得的多层石墨烯厚度往往存在

一定的误差。通过AFM测得的石墨烯厚度一般为0.34~2nm,但相邻多

层石墨烯之间的高度差与相应的厚度差异通常一致。例如,如图1.7所示,

AFM测得的石墨烯厚度为1.73nm,远大于石墨烯的实际厚度(0.34nm),

而相邻的四层石墨烯与石墨烯的高度差约为1nm,与三层石墨烯厚度一

致。在实际测量过程中,使用AFM的敲击模式来测量可使得AFM针尖对

样品的损伤最小。然而,由于利用AFM技术测试二维材料厚度较为耗时,

不适于快速测量大面积的二维材料样品。AFM也不太适合于悬浮样品的

厚度测量。除了表征石墨烯基材料的厚度和形貌,不同的AFM模式还可

以用于研究石墨烯的力学、摩擦、电子、磁性以及弹性性质。

图 1.7　单层和多

层石墨烯厚度表征

（a） 单层、三层和四层石墨烯的光学图像；（b） AFM测得的图（a）中方框部分的高度图像[19]

对石墨烯基材料进行光谱表征可以用来研究其电子、声子、等离激元

等元激发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等性质。利用不同层数石墨烯之间性质的

差异可进一步表征石墨烯层数依赖的光学性质,相关内容将在下一章详

细讨论。在光谱表征方法中,拉曼光谱是一种快速、无损、高分辨率的检

测工具,是表征石墨烯及相关材料的晶格结构、电子和声子等基本性质,

以及石墨烯基器件结构和性能的重要手段。[57,2022]拉曼光谱被广泛地应

用于各种石墨烯材料的表征,如热解石墨、石墨烯纳米带、碳纳米管、石墨

烯和多层石墨烯等,可以提供缺陷、晶体无序性、边缘结构、应力、弹性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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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掺杂、石墨烯层数、碳纳米管的直径、手性以及金属性/半导体性等信

息,为石墨烯基材料的性质研究和表征提供了方便、高效和有力的方法。

拉曼光谱技术在石墨烯基材料的基本性质和相关器件的表征等方面的应

用将在后续章节进行系统讨论。

1.4 应用前景与挑战

传统半导体材料,如硅、锗和砷化镓等的带隙一般大于0.5eV,因而

通过栅极电压可调节开关电流,开关比可达104~105。硅材料制备的场

效应晶体管可将其静态功率损耗降到极低的状态,并可用于数字电路技

术中。然而石墨烯没有带隙,不能有效地控制其相关器件的开关比,因

而不能直接用于数字电路中。石墨烯制备的开关器件可以通过随费米

能级变化的态密度以及载流子的散射时间来控制。在扩散输运区域,其

电导(σ)与态密度(DOS)和散射时间(τ)的关系为σ∝DOS·τ。即使利

用非常干净的样品(τ较大)来制备石墨烯场效应晶体管,其电流开关比

也通常小于10,因此石墨烯不适用于数字电路的开关器件。传统半导

体晶体管工作在饱和区,当载流子动量大到可以激发材料的光学声子

时,载流子迁移率下降,进而会降低载流子的收集效率。而石墨烯和碳

纳米管的光学声子波数(约为1600cm-1)远高于无机半导体的光学声子

波数,如GaAs(约为300cm-1)或Si(约为500cm-1)等,石墨烯和碳纳米

管相应的本征载流子饱和速度(约为4×107cm/s),远高于 GaAs(约为

2×107cm/s)、Si(约为1×107cm/s)或InP(约为0.5×107cm/s)相应的

数值。然而在实验过程中,石墨烯载流子会与衬底的表面声子模耦合,进

而影响其饱和速度,因此需要进一步优化石墨烯器件结构等,以促进石墨

烯的广泛应用。

尽管石墨烯不适用于直接制备数字电路器件,但在实际应用中,石墨

烯独特的性质,如高载流子迁移率、石墨烯器件较高的跨导以及超薄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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