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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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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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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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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透明导电薄膜与柔性光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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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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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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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4年被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安德烈·海姆(AndreGeim)和康斯坦丁·诺沃

肖洛夫(KonstantinNovoselov)利用胶带从块体石墨中成功剥离出以来,石墨烯在

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研究热潮。石墨烯是一种由单层碳原子构成的六方点阵蜂窝

状的二维原子晶体,属于碳的同素异形体之一,其拥有其他材料难以媲美的光、

电、磁、力、热等性质,被认为是21世纪的明星材料。近年来,人们在石墨烯材料

的合成制备、物性表征、各种器件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推动了人们对

石墨烯这一新材料的认识。

生命健康是人们追求的永恒主题。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2019 nCoV)的

爆发,更是引起了人们对科技创新造福人类生命健康的重视。碳是组成生物体

的最基本元素,石墨烯作为一种碳材料,其在生物医学应用中有很多优势。石墨

烯的优异光电性质使得其在柔性生物传感器、神经接口医疗物联网方面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同时,其可以与各种光、热、磁性材料,甚至各种药物分子和生物活

性分子复合,从而用于生物医学成像、药物与基因递送以及光热治疗法等。石墨

烯还可以作为细胞培养的基底、组织工程三维细胞支架,用于再生医学。另外,

石墨烯展现出来的抗菌、抗炎等性质,还使得其在抗菌和防护产品中有潜在的应

用价值。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很多方面展示了优势和应用前景,石墨烯材料的

生物医学应用研究还处于起始阶段,关于石墨烯的生物安全性还没有得到令人

信服的充分评估。发展基于石墨烯材料的生物技术,仍然任重而道远。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为读者较全面地介绍石墨烯生物医学应用的进展,全书

共九章。首先简单介绍了石墨烯及其性质,其次对石墨烯基材料在电化学生物

传感器、神经接口器件、生物成像、药物与基因递送、生物组织工程、肿瘤光热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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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抗菌材料等方面的应用进行了系统性阐述,最后对石墨烯生物安全性方面的

研究进行了综述。

本书由笔者和数位博士、硕士生共同完成。具体分工如下:第1章,张菁;第

2章,孟雪娟;第3章,赵思源;第4章,李根;第5章,魏诗媛、刘杨;第6章,刘小

军;第7章,刘杨、楚芳冰;第8章,付雪峰;第9章,徐政。全书由笔者负责统稿、

再加工和审校。

石墨烯生物技术是个学科高度交叉的领域,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由于作者

水平所限,书中难免存在诸多不足,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段小洁

2020年6月于燕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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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材料独特的理化性质使其在生物技术、生物医药、生物工程、疾病诊

断和治疗中取得了广泛的应用。石墨烯是构成其他石墨材料的基本单元,理想

的石墨烯结构是平面六边形点阵,可以看作是一层被剥离的石墨分子,是一种由

单层碳原子构成的二维晶体材料。石墨烯比表面积大,活性位点多,可调节其表

面结构和性质以形成各类石墨烯基材料。广义上的石墨烯材料包括本征石墨

烯、氧化石墨烯(GrapheneOxide,GO)、还原氧化石墨烯(reducedGraphene

Oxide,rGO)、掺杂石墨烯和化学修饰石墨烯等[1]。

1.1 石墨烯结构

2004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两位科学家安德烈·海姆(AndreGeim)和康斯

坦丁·诺沃肖洛夫(KonstantinNovoselov)第一次从高定向热解石墨(Highly

OrientedPyrolyticGraphite,HOPG)中分离出了单层石墨烯,即一种仅由单层碳原

子组成的二维晶体材料[2]。至此,石墨烯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并迅速在材料科学、

物理、化学、电子信息甚至生命医学等多个领域及其交叉领域掀起一股研究热潮。

石墨烯是碳的一种同素异形体,碳原子组成六元环并按照蜂巢结构周期性

排布,构成了石墨烯独特的二维原子晶体结构。单层石墨烯是目前世界上已知

的最薄的晶体材料,其厚度为单层碳原子的厚度———0.335nm[3]。同时石墨烯还

是构成其他碳材料的基础,如图1 1所示,石墨烯垛叠组成了石墨,卷曲组成了

碳纳米管,包团则形成了富勒烯,因此对石墨烯结构及其相关性质的研究在整个

碳材料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碳原子包含四个价电子,因此碳原子之间常见的成键方式包括sp杂化、sp2

杂化及sp3杂化等。石墨烯由碳原子通过sp2杂化键合而成,其中每个碳原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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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　石墨烯构

建多种碳材料示

意图［3］

过键长为0.14nm的C—Cσ键与相邻的其他三个碳原子相连,最后剩余的一个

电子位于法线方向上的pz轨道,与相邻原子共同构成了共轭大π键[3]。石墨烯

独特的六元环蜂巢结构使其在面对外力作用时可以通过轻微形变产生缓冲效

果,从而保证石墨烯二维晶体结构的稳定性。

1.2 石墨烯特性

稳定的六边形平面结构赋予石墨烯优异的力学性质,石墨烯是目前已知的

最坚固的材料。石墨烯的杨氏模量高达1.1TPa,其极限强度高达42N/m2,在与

单层石墨烯相同厚度的前提下,钢的二维极限强度仅为理想石墨烯极限强度的

百分之一。但由于宏观材料存在晶界和缺陷,因此所得实验值略低于理论值[4]。

石墨烯拥有独特的能带结构。如图1 2所示,石墨烯价带和导带部分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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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费米能级处,在第一布里渊区的六个顶点(K 和K+)处相交,因此石墨烯是一

种零带隙的二维半导体材料,也被称为半金属材料,载流子可无散射在亚微米距

离内运动[5]。其中,石墨烯价带和导带的交点称为狄拉克点[6],石墨烯的电子和

空穴称为狄拉克费米子[7]。

图 1 2　石墨烯能

带结构示意图［12］

石墨烯独特的能带结构赋予石墨烯丰富的电学、光学和热学性质。石墨烯

是截至目前发现的常温下电阻率最小的材料[8],其内部电子传输具有极强的抗

干扰能力,载流子迁移率相较于硅要高很多,有研究表明低温悬浮的石墨烯电子

迁移率可接近200000cm2/(V·s)[9]。此外石墨烯还具有诸如双极性电场效应、

室温下的量子霍尔效应等电学特征[10]。石墨烯的光学性质也与其线性的能带结

构息息相关,相比于其他纳米材料,石墨烯在可见光波段表现出稳定的透光性

(透光率高达97.7%),且在近红外区域有较强的光吸收[11]。另外,室温下单层石

墨烯的热导率可达5000W/(m·K),该热导率优于很多其他物质。

1.3 石墨烯的制备方法

早在1975年已有课题组开始了合成单层石墨烯的初步尝试,Lang等[13]通

过在单晶铂衬底上热分解碳源(乙烯)得到了石墨片层。然而由于得到的材料性

质不均一,并且当时的研究者未能意识到这一材料的重要价值,这一热解过程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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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得到更深入的研究。经过长时间研究停滞后,1999年才再次出现了探究石

墨烯合成的零星报道[14]。直到2004年,Novoselov等[2]因发现石墨烯并探索出

通过重复机械剥离法制备石墨烯而得到广泛赞誉,石墨烯开始受到持续关注,越

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加入该领域,并致力于研发出可以高效合成大面积、高质量石

墨烯的新工艺。如图1 3所示,常见的石墨烯的合成工艺有微机械剥离法、碳化

硅热解外延生长法、化学气相沉积(ChemicalVaporDeposition,CVD)法、有机

合成法及溶剂剥离法等。

图 1 3　常见的石

墨烯合成工艺［15］

1.3.1　微机械剥离法

石墨是由许多石墨烯片层通过范德瓦耳斯力堆叠在一起形成的。因此,原则

上如果可以破坏石墨片层之间的作用力,就可以从高纯度石墨中分离出石墨烯。

微机械剥离法即通过对石墨施加机械力,从而将单层或少层石墨烯纳米片层从

石墨晶体上剥离出来。最初Viculis等[16]使用金属钾嵌入纯石墨片,然后在乙醇

中超声处理,将其剥离形成碳片层的分散体。透射电子显微镜(Trans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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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nMicroscope,TEM)分析显示每个碳片层中存在(40±15)层石墨烯。尽

管这些碳片层比少层石墨烯厚得多,但该方法证明了从石墨中剥离石墨烯的可

行性。该方案仍需要很多改进才能最终得到少层石墨烯。Novoselov等花费了

近20个月找到了解决方案,通过重复机械剥离得到了少层石墨烯甚至单层石墨

烯。他们用透明胶带将高定向热解石墨晶体按压到二氧化硅基片表面,并反复

进行该步骤实现多次剥离,最终首次得到了单层石墨烯,也由此证明了常温下二

维晶体结构可以稳定存在[2]。该技术后来被用于制备许多其他材料的二维原子

晶体,包括BN、MoS2等
[17]。这种生产石墨烯片的过程非常简易且可靠,引起了

科学界的广泛关注。随后有研究者在原始工艺基础上,通过改进高定向热解石

墨在硅衬底上的键合使剥离过程更可控,从而制备出更大面积(约100μm2)的石

墨烯片层[18]。另有研究者通过将石墨块黏合到硼硅酸盐玻璃上剥离,在基底上

留下单层或几层石墨烯,制备了毫米级尺寸的单层至少层石墨烯[19]。微机械剥

离法具有操作简单,得到的石墨烯样品杂质少、品质高等优势,但是该方法效率

低下,制作成本偏高,虽然有很多工作努力提高微机械剥离法获得的石墨烯样品

尺寸,但到目前为止成效有限,且无法控制石墨烯层数,以上缺陷均限制了该方

法用于石墨烯的工业化量产。

1.3.2　碳化硅热解外延生长法

碳化硅热解外延生长是将6H SiC单晶表面上的Si热分解后生成石墨烯的

技术。当6H SiC表面经过H2刻蚀后,加热至1250~1450℃(1~20min)时,硅

原子蒸发脱离表面,剩余的碳原子重排生成石墨烯片[20]。碳化硅热解外延生长

的石墨烯通常为1~3层,层数取决于分解温度,这种制备工艺得到的石墨烯质

量较高,已经吸引了工业界特别是半导体产业的关注[20]。然而,在实现工业化量

产之前仍需要解决控制石墨烯层数、实现可重复的大面积石墨烯生长等一系列

问题。此外6H SiC晶体价格昂贵,且石墨烯片层很难从6H SiC表面分离出

来,6H SiC基底的存在同时也影响了石墨烯本征的导电性质,同样限制了该工

艺的工业应用。

007第 1 章 石墨烯及石墨烯基材料简介



1.3.3　化学气相沉积法

通过化学气相沉积法合成石墨烯是一种相对较新的工艺,2006年才首次出现

了由CVD法合成平面少层石墨烯的报道[21],这项工作使用天然、环保、低成本的

前驱体———樟脑作为碳源,在Ni箔上合成石墨烯。以氩气作为载气,樟脑首先在

180℃蒸发,随后在700~850℃下热解,自然冷却至室温后,在Ni箔上能观察到少

量的石墨烯片[21],这项研究为石墨烯合成开辟了一条全新的工艺路线,具有重要

意义。然而,与机械剥离的样品相比,CVD法生长的石墨烯普遍存在结构缺陷(包

括晶界、点缺陷和褶皱),且实验室生产的石墨烯尺寸尚无法满足大规模工业化应

用的需求。因此生产大面积、高质量石墨烯,将石墨烯的实验室研究同其工业化生

产应用相结合是目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目前国内外很多研究组都致力于优化

CVD法,通过控制石墨烯生产条件(如工艺、设备和关键参数),从而实现更好地控

制石墨烯的主要结构特征,并以工业应用为导向,有效提高石墨烯的性能,如面电

阻、透明度和稳定性等。Xu[22]等将CVD法生长石墨烯时用到的多晶铜衬底置于

氧化物衬底上,使反应中的活性氧浓度提高,从而有效促进了甲烷的催化分解,使

石墨烯单晶的生长速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高达60μm/s,为高效可控生长单晶石

墨烯提供了新的可能。Deng[23]等通过研究铜晶面上石墨烯应力释放行为以及褶

皱形成过程,发现铜基底的晶面取向是影响石墨烯褶皱缺陷形成的重要因素,并基

于该发现通过磁控溅射首先制备出4英寸①Cu(111)单晶基底,随后在其上通过常

压CVD法生长出了晶元尺寸无皱单晶石墨烯。Zhang[24]等通过无胶洁净转移制

备出超洁净石墨烯悬空大单晶薄膜,成功避免了CVD法生长的石墨烯从金属基

底转移到目标基底过程产生的褶皱缺陷、污染和破损等一系列问题。

1.3.4　有机合成法

石墨烯还可以通过有机化学合成原理制备,即通过“自下而上”的方法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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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前驱体合成石墨烯。常见的有机合成法主要有两种:传统液相合成法及金

属表面辅助合成法。上述两种方法通常由设计小分子前驱体出发,偶联反应高

分子化,通过关环反应实现共轭石墨化结构等基本过程来实现。

2010年,Fasel研究组和 Müllen研究组通过自下而上的有机合成路线,设计

生产出了具有不同高精确拓扑结构和宽度的石墨烯纳米带[25]。该合成路线具有

普适性,得到的石墨烯纳米带的拓扑结构、宽度和边缘结构由前驱体结构决定。

通过设计前驱体结构可以高精度制备结构丰富的石墨烯纳米带,从而得到具有

不同的电子特性及化学特性的石墨烯。

有机合成法具有能够高精度控制材料结构的优点,但同时也存在合成效率

低、畴区尺寸有限且溶解度低等一系列问题,解决方法包括:开发出一步形成大

量C—C键的高效化学方法,提高生产效率;改善低溶解度问题,提高所得石墨烯

材料的可加工性。

1.3.5　溶剂剥离法

溶剂剥离法是一种将石墨或氧化石墨分散于有机溶剂中,利用有机溶剂插

入石墨中以减弱石墨烯层与层之间的范德瓦耳斯力,同时在超声辅助下,层层剥

离最终得到石墨烯的方法。起初Stankovich等[26]利用氧化石墨的疏水性将其分

散在溶液中,得到其悬浮液,并通过超声处理得到脱落的氧化石墨纳米片层,随

后将该产物置于肼水合物中,100℃加热条件下还原24h,可以得到部分还原的

剥离纳米氧化石墨片。该工作初步探索了通过溶剂剥离生产石墨烯的可能性,

基于这一工作,Hernandez等[27]提出了一种生产单层或少层石墨烯的新方法,通

过在N 甲基吡咯烷酮中分散纯石墨并超声,单层石墨烯的产率最高可达12%。

该方法可以成功是因为:将石墨剥离成单层石墨烯所需的作用力与溶剂 石墨烯

相互作用相当,且溶剂具有与石墨烯相似的表面能。这种基于有机溶剂的石墨

烯剥离方法有望实现石墨烯的大规模量产,目前已经有许多类似的尝试,用石墨

或氧化石墨粉在不同的有机溶剂中生产石墨烯。

溶剂剥离法制备石墨烯展现出石墨烯大规模量产的良好前景,然而,由于氧

009第 1 章 石墨烯及石墨烯基材料简介



化和还原过程,该方法得到的剥离产物通常具有较大的结构缺陷,导致石墨烯的电

学性能差别很大。未来的技术改进需要集中精力控制层数和最小化杂质水平等。

1.4 石墨烯基材料

独特的分子结构和能带结构使石墨烯拥有诸多优越的理化性质,包括优异

的机械、电学、光学性质,大比表面积以及化学稳定性。基于这些优越的理化性

质,石墨烯在新能源、生物医学、环境处理、光电催化、微电子器件等方面均具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为了使其更加适应不同的应用环境,近年来研究者在保留石

墨烯优越理化性质的前提下研发出多种多样的石墨烯基材料。石墨烯基材料是

以石墨烯或石墨作为原材料获得的,通过共价和非共价功能化、掺杂得到的石墨烯

衍生物,如氧化石墨烯、还原氧化石墨烯、石墨烯量子点(GrapheneQuantumDot,

GQD)、掺杂石墨烯、负载其他纳米材料或高分子形成的石墨烯基复合材料、功能

化修饰石墨烯等。不同的石墨烯基材料的结构如图1 4所示。

图1 4　不同的石

墨烯基材料［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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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氧化石墨烯、还原氧化石墨烯、石墨烯量子点

氧化石墨烯是石墨烯的氧化形态,其中含有大量的含氧官能团,包括环氧基

团、羟基和羧基。这些含氧官能团中,大部分是位于表面的羟基和环氧基,还有

少量的羧基、羰基、苯酚、内酯分布在片层的边缘。羟基和环氧基团可以与其他

基团形成氢键,羧基在溶液中具有负的表面电荷和稳定性。因此,氧化石墨烯在

水和其他极性溶液中分散良好。此外,由于未改性石墨烯的表面有疏水的离域

大π键,因而氧化石墨烯具有两亲性,可以作为表面活性剂。更重要的是,氧化

石墨烯的这些活性含氧官能团可以被进一步地化学功能化,使得氧化石墨烯成

为装载生物分子的理想平台,这也是其被大量应用于生物医用领域的关键因素。

尽管活性含氧官能团增加了石墨烯在溶液中的稳定性及其化学反应性,但是一

定程度上也改变了石墨烯的力学、电学和热学性质。

还原氧化石墨烯是通过去除氧化石墨烯的含氧官能团得到的。采用热处理、

紫外处理,或使用肼、抗坏血酸等还原剂进行化学处理,均可以恢复氧化石墨烯的

共轭结构形成还原氧化石墨烯。尽管与氧化石墨烯相比,还原氧化石墨烯含氧量

低、表面电荷少、表面亲水性官能团少,但它可以通过非共价作用(包括π π堆积

和范德瓦耳斯相互作用)物理吸附聚合物和小分子。各种研究表明,还原氧化石墨

烯具有优异的生物相容性,适用于细胞培养、生物传感、组织工程等生物医学领域。

石墨烯量子点和纳米还原氧化石墨烯(Nano-rGO)指的是横向尺寸小于

30nm的单层或少层(小于10层)石墨烯和还原氧化石墨烯。由于强量子约束效

应和边界效应,石墨烯量子点显示出强烈的光致发光特性,其荧光特性可通过控

制其尺寸、形状、缺陷和功能化来进一步调整。与此同时,石墨烯量子点显示出

良好的生物相容性,被广泛应用于生物传感、细胞成像、药物递送和光动力治疗。

1.4.2　功能化修饰石墨烯

原始的石墨烯结构完整,在水溶液中溶解度低,凝聚或堆叠倾向高,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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