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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召开第三

届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2020 年 1 月 4 日，“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广州

召开了第三届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华南理工大学朱敏副校长出席

会议并致辞。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唐本忠院士、副主任田禾院士、

南策文院士、委员程正迪院士、李永舫院士、刘云圻院士、曹镛院士、

欧阳世翕教授、杨柏教授 、邱建荣教授、段炼教授、马於光教授、

彭俊彪教授等 13 位委员与会。学校科技处领导、实验室骨干成员列

席本次会议。 

 

与会人员合影 

首先，华南理工大学朱敏副校长代表学校领导致辞，热烈祝贺本

次会议的召开，对各位委员莅临会议表示诚挚谢意。他希望各位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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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委员能够一如既往地支持本实验室的建设工作，并对实验室的

发展提出宝贵意见。 

 

主任报告 

学术委员会主任唐本忠院士主持了本次会议，委员们认真听取了

实验室主任马於光教授的 2019 年度实验室的工作总结和下一步实验

室建设计划报告，以及实验室胡德华博士、董国平教授、赵祖金教授、

夏志国教授等 4 位成员所做的研究进展报告，审查了实验室 2019 年

度开放课题立项工作。 

主任报告对实验室 2019 年度取得的国际领先或先进水平的研究

成果进行了详细汇报，并对下一步实验室建设计划进行了详细的规划，

不断探索新的研究方向及提高管理水平，努力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境

和文化，加强探索性、原创性研究方向和变革性技术研究，为我国光

电领域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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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进展报告 

学术委员会委员充分肯定了实验室在研究基地建设、科学研究、

创新团队建设与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对实验室未来发展

提出建设性意见。学术委员会委员还审批通过重点实验室 2020 年度

拟资助的开放基金课题 14 项，并讨论通过了本次会议纪要。 

 

 

实验室唐本忠院士团队参与的“新冠病毒

（2019-nCoV）IgM/IgG 抗体联合检测试剂盒”

研制成功 

2020年 2 月 15日，由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唐本忠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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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团队参与，南开大学丁丹教授牵头，联合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郑

磊教授团队和深圳金准生物医学工程有限公司攻关的“新冠病毒

（2019-nCoV）IgM/IgG 抗体联合检测试剂盒”研制成功，可在 15 分

钟左右完成检测（临床阳性检出率为 75%）。该项技术以唐本忠院士

原创的聚集诱导发光（AIE）材料体系中高性能 AIE量子点（AIE dots）

作为信号单元，大大提高了抗体检测的灵敏度，让 AIE科技成果走入

抗疫前线，在努力将中国原创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征途中迈出了重要一

步。 

 

新冠病毒（2019-nCoV）IgM/IgG抗体联合检测试剂盒 

实验室唐本忠院士团队在聚集诱导发光研究领域的研究一直处

于国内外领先水平，不但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分子聚集发光”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而且积极推进 AIE 在光电、传感、生物和健康等

领域的产业化研究，并与广州市科技局和广州市开发区联合成立了世

界首个 AIE 转化研究中心——广东省大湾区华南理工大学聚集诱导

发光高等研究院。该项成果是实验室 AIE 工作在产学研结合中的一个

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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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举行显示

领域中韩双边学术交流会 

2020 年 1 月 3 日--12 日，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

点实验室举行了显示领域的中韩双边学术交流会。共有 29 人参加了

本次交流会，其中韩方代表共 13 人，包括教授 5 人，研究生 8 人。

中方代表共 16 人，包括教授 6 人和研究生 10 人。 

 

会议代表在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合影 

会议期间，中韩双方的学者就显示领域的研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韩方代表 Kwon Sang Jik、Woo Chang Hwa、Choi Byung Deog、Kim Chang 

Kyo 四位教授分别介绍了他们团队在显示领域的研究工作。 

  



6 
 

  
韩方代表 Kwon Sang Jik、Woo Chang Hwa、Choi Byung Deog、Kim Chang Kyo 

四位教授介绍研究内容 

中方代表苏仕健教授为参会者做题为“基于纯有机分子间和分子

内电荷传输发光的 OLED 器件”的学术报告；李民博士则为参会者做

题为“柔性 AMOLEDs 中氧化物 TFT和薄膜封装（TFE）”的学术报告。

朱旭辉教授分享了 OLED 材料的研究成果；兰林锋教授则分享了溶液

法制备金属氧化物 TFT。吴为敬教授详细地介绍了显示屏驱动电路设

计的研究工作；许伟博士则详细介绍了喷墨印刷制备高分辨薄膜晶体

管的研究工作。 

 

中方代表苏仕健教授、朱旭辉教授、兰林锋教授 

吴为敬教授、许伟博士做报告 

此外，在访问交流期间，韩国代表参观了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

点实验室、广州新视界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广东聚华印刷显示技术有

限公司和华南理工大学国际校区等单位。 

此次双边学术交流，不仅对显示领域的研究工作有了很大的帮助，

而且增强了双方的了解和互信，加深了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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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项目获 2019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发

明一等奖 

3 月 25 日，广东省科技创新大会在广州召开。会上颁发了 2019

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奖。实验室李国强教授团队主持完成的项目

“III-V族化合物半导体材料及器件的界面调控技术”荣获技术发明

一等奖。 

 

广东省科技创新大会现场 

据悉，广东省科学技术奖由广东省科学技术厅主办评选，是广东

省在科技成果奖励方面的最高荣誉，也是体现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

的科技创新能力的硬指标。本次大会共颁发了 2019 年度广东省科学

技术奖 179 项（个人），其中突出贡献奖 2 人，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50 项，二等奖 122项，科技合作奖 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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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科技局李江副巡视员一行来实验室

调研 

4 月 17 日上午，广州市科技局副巡视员李江一行来发光材料与

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调研粤港澳光电磁功能材料联合实验室建设工

作。 

 

马於光主任介绍实验室整体情况 

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马於光教授向李江副巡视

员一行详细介绍了实验室的整体情况，近年来在科研创新、人才培养

和队伍建设及承担科研项目等方面取得的成绩。李江巡视员一行参观

了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超净室、超快光学平台、核磁室、

小角度 x射线散射式等仪器测试平台，并重点参观了成果展示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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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江副巡视员参观实验室 

在成果展示室，马於光教授向李江副巡视员一行详细介绍了柔性

AMOLED 显示屏、OLED 护眼台灯、半透明有机太阳电池等研究成果的

研究背景及材料特点。秦安军教授向李江副巡视员一行介绍了聚集诱

导发光的生物应用。 

李江副巡视员肯定了实验室取得的成绩。他希望实验室充分发挥

优势，积极对接产业，不断推动技术成果转化及落地产业化。 

学校党委办公室（学校办公室）、科学技术处、科技成果转化办

公室、以及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相关负责人参加了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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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材料党员积极响应国家抗疫号召 

为支持疫情防控工作，光电材料党支部全体党员积极参与学校组

织的自愿捐款活动。 

此外，在学校组建“党员突击队”投身校园疫情防控狙击战之际，

支部党员积极踊跃报名参加，最终李远、兰林锋和李白雪三位党员被

选入抗疫一线，先后参与学校封闭式关闭的防疫检查，而身在疫情严

重的湖北咸宁老家的王丹同志，也参加志愿服务队，奋战在抗疫一线，

充分体现了支部党员“敢于担当”的大局意识。 

 

王丹同志在咸宁参加党员志愿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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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雪在党员突击队中执勤 

在学校组织自愿捐款前，身为广东省光电技术协会会长、华南理

工大学光电行业校友会秘书长文尚胜同志在 1 月 25 日（大年初一）

在协会工作群里发出了捐赠倡议“现在湖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很严重，

多底都发出捐赠医疗物质的倡议，我们是不是也发动会员，为疫情发

生地做点事情”。文尚胜同志带头捐赠 2000 元，支部党员姚日晖同

志也捐赠 500 元。文尚胜同志并转战各个微信群，不分昼夜的发动捐

赠，抢获物资来源消息。很快，首批物质分几路发送武穴市第一人民

医院，最后组织到定向捐款 11万余元。 

此外，支部党员李远、刘力千、胡蓉和柯国骏等同志也在校外参

与不同的抗疫捐款活动，为祖国的抗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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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要研究

进展介绍 

Ⅰ具有低非辐射跃迁复合损耗和低能量无序度的高效有机

太阳电池 

有机太阳电池是一种以有机共轭聚合物或者小分子半导体材料

为核心组成的新型太阳电池, 因其原料来源丰富、制备成本低、发展

潜力大、可制成半透明以及可通过印刷方式大面积制备等优点，已成

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作为一种有潜力的低成本可再生能源技术，有

机太阳电池可在光伏发电、野外便携式充电器、太阳能电动交通工具、

发电式建筑外墙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获得高的能量转化效率

是目前基础研究阶段的首要目标，也是实现其产业化的关键之一。 

伴随着光电流产生过程的光子能量损失是影响有机太阳电池能

量转化效率的关键因素。尽管历经多年的发展,常见的有机太阳电池

的光子能量损失仍高达 0.6-1.1eV, 是制约该领域发展的重大研究挑

战之一。要减小这一损耗,需要抑制器件中的非辐射衰退复合损耗和

降低有机半导体的能量无序度,而这些因素往往与有机半导体材料带

隙间的带尾态密切相关。 

近日，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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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实验室吴宏滨教授课题组与中南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邹应萍教

授团队，联合报道了使用一种无扭曲构型的小分子作为电子受体来降

低有机太阳电池中的光子能量损失(有机半导体电子受体材料Y11由

邹应萍教授团队设计合成, 材料的化学结构及其紫外-可见-近红外

吸收光谱如图1所示)。基于细致平衡理论的分析表明, 这一体系中的

非辐射跃迁收到强烈抑制, 由非辐射衰退复合损耗导致的能量损失

降至0.17eV, 且由能量无序对应的乌尔巴赫能量值低至25−27 meV。

这一体系中的综合能量损失为0.43−0.46 eV, 接近单晶硅太阳电池

的最好水平(0.38 eV)。 

 

图1 研究所用到的有机光伏给受体材料结构, 以及其吸收特性 

基于上述有机半导体材料的有机太阳电池获得了16%以上的实验

室测试效率(图2), 并获得了经国家计量院和美国可再生能源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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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的相当效率。 

 

图2 研究人员制备获得的高效有机太阳电池的性能特性数据 

研究论文还探索了能量无序度，带尾态和非辐射衰退能量损失之

间的关系(图3)，利用超快光谱等手段揭示光生载流子的产生机制。

研究人员还通过北京同步辐射装置原位掠入射广角X射线散射

(GIWAXS)研究了薄膜中的洁净度和分子的堆积取向, 结果表明薄膜

中出现定向的堆叠取向，导致了高效的电荷输运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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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器件的高灵敏度量子效率测量,电致发光效率,带尾态和能

量无序度的光谱学分析结果. 

这项研究工作的科学意义体现在, 提出了设计同时具备低能量

无序度与低能量损失有机光伏体系的指导原则，并将能量无序度这一

微观材料性质参数和器件开路电压这一宏观器件参数联系起来，为进

一步发展性能更加优异的有机光伏材料体系奠定重要的分子结构基

础和材料物理基础。 

相关研究成果以“High-efficiency Organic Solar Cells with 

Low Nonradiative Recombination Loss and Low Energetic Disorder”

为题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Nature Photonics（《自然·光子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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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博士生刘莎、邓万源博士、袁俊博士(中南大学)是本研究工作

的共同第一作者，吴宏滨教授和邹应萍教授分别是是华南理工大学课

题组和中南大学团队的通讯作者。 

 

该论文得到了审稿人的高度评价，认为其实现了三个突破：一是

创造新的有机太阳电池效率记录； 二是实现了将有机太阳电池中的

光子能量损失降到最低；三是通过实验验证了该能量损失与带尾无序

度相关。 

该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科技部等科研项目的资

助。 

论文卷页号信息：Nature Photonics, 14 (5),  P. 300–305 (2020). 

论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66-019-05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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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对比 Pr3+激活的 LiGa5O8 荧光材料的可见到近红外波段

的长余辉和应力发光，探究力刺激对荧光发射的影响 

近些年来，因为快速增长的人口和工业化的发展，人类长期面临

着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以及紧缺的自然资源。开发环境友好型的替代

性能源有望解决这一问题，但是相应的发展却十分有限。因此，提高

对现有能源的存储，转换和使用效率成为了解决资源紧缺问题的最佳

方式。其中，长余辉和应力发光材料因为其优异的储能特性，而成为

研究关注点。长余辉材料是一种光存储材料，它可以先吸收高能的辐

射（如电子束，X 射线或者紫外光），随后以光能的形式缓慢地释放

能量。而应力发光材料可以直接通过力的激励去实现发光，是一类智

能和环境友好的材料。由于无需光照和通电，应力发光材料在光源和

可视化的应力探测方面有着出色表现。但是，无论余辉材料和应力发

光材料，其发射波段大都比较单一地集中于可见光波段。近红外波段

的发光材料在生物成像等方面表现独特优势，而这方面的报道却较少，

而同时具备可见到近红外波段发射的荧光材料更是有限，本工作首次

在 Pr3+离子激活的 LiGa5O8体系中实现了可见到近红外波段的应力发

光。同时，对应力发光现象的本质机理的研究较少，本工作同时还探

究了力刺激对于 Pr3+离子外层电子的 3P1→
3H4跃迁几率的影响。 

近期，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彭明营教授

课题组报道了基于 Pr3+激活的 LiGa5O8从而实现可见到近红外波段的

长余辉和应力发光（首次）的荧光材料，探究温度和力刺激对 Pr3+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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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外层电子的 3P1→
3H4跃迁几率的影响，提出了力刺激才是导致 3P1→

3H4跃迁几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图示 1 （a）应力发光谱（ML）和余辉发光谱（PersL）的对比。 

（b）Pr3+离子的能级图以及对应的发射波长。 

研究人员首先在 Pr3+激活的 LiGa5O8的荧光材料体系中同时观察

到了余辉和应力发光发射，并且两种发射的光谱均覆盖了可见到近红

外波段。图示 1（a）中将两种光谱强度按 862 nm发射峰强度归一化

对比发现，应力发光谱在 495 nm 处的发射峰几乎“消失”。由图示

1（b）可知其对应于 Pr3+的 3P1→
3H4跃迁。研究表明，余辉发射往往受

温度的影响，应力发光现象与余辉发射有着紧密联系，为了探究温度

对应力发光过程的影响，研究人员借助于热成像技术，并在图示 2 中

发现。随着温度由 308 K升到 468 K，其位于 495 nm 处的荧光发射

峰强度下降了约 35%，借助于热成像技术研究人员发现，在施加机械

力刺激时样品本身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温度变化。从而研究人员提出相

对比余辉发射光谱而言，应力发光谱位于 495 nm处的发射峰强度急

剧下降的原因本质不是温度为主导，而是由于机械力作用降低了 Pr3+

离子外层电子的 3P1→
3H4跃迁几率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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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示 2 （a,b）LiGa5O8:Pr
3+不同温度下的荧光发射光谱。(c,d)

不同温度下 495 和 621 nm 处的荧光发射峰强度。（e,f）样品表面

摩擦前后的热成像图片。 

相关研究成果以“Visible to near-Infrared Persistent 

Luminescence and Mechanoluminescence from Pr3+-Doped LiGa5O8 for 

Energy Storage and Bioimaging”为题发表在 Wiley出版集团旗下

期刊 Advanced Optical Materials 上，其中通讯作者为彭明营教授，

第一作者为熊普先博士。Advanced Optical Materials 是国际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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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顶级期刊之一。该研究工作得到了教育部创新团队、广东省和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科研项目的资助。 

论文链接：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adom.201901107 

 

Ⅲ基于稀土离子掺杂微晶玻璃微腔的微型激光器 

微晶玻璃材料结合了晶体和玻璃的性能，在激光、传感、显示等

多个领域都有重要的应用前景。近年来，氟氧化物微晶玻璃因其兼具

了氟化物晶体的低声子能量和氧化物玻璃良好的稳定性，被认为是非

常优异的稀土离子基质材料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特别是目前稀土离

子掺杂玻璃材料固体激光器的上转换可见波段激光和下转换中红外

波段激光只能在机械性能和化学性能较差的氟化物玻璃中实现商用，

限制了其应用，氟氧化物微晶玻璃被认为是可能打破这一限制的关键

材料。而回音壁模式谐振腔具有高品质因子、低模式体积、易于制备

等优点，可用于实现低阈值激光输出。这种结构与微晶玻璃结合，可

以非常简便且高效研究以稀土离子掺杂氟氧化物微晶玻璃作为增益

物质的激光器的制备工艺和输出激光的特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近期，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光通信材料

团队的董国平教授课题组通过折射率调控降低了微晶玻璃的散射损

耗，制备出高品质因子 Er3+掺杂的 NaYF4微晶玻璃回音壁模式谐振腔。

Er3+富集在低声子能量的 NaYF4微晶中，提高了发光性能。与未析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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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谐振腔相比，微晶玻璃谐振腔输出激光的效率更高，阈值更低。 

 

 

图示 1 (a)微晶玻璃回音壁模式微型激光器装置图，(b)不同热处理

温度下微晶玻璃微球腔输出激光光谱，(c)不同热处理温度下微晶玻

璃微球腔输出激光的阈值与斜率效率。 

用 Er3+掺杂的前驱体裸纤制备出微球腔，通过可控析晶手段在微

球腔中析出 NaYF4微晶。在锥形光纤近场耦合的方式激发下，收集并

比较析晶前后微球腔输出的激光信号，可得出在有效抑制了氟氧化物

微晶玻璃的散射效应后，微晶玻璃比前驱体玻璃更适合用作激光材料。 

激光材料的最基本要求是高增益、低损耗。稀土离子掺杂的氟氧

化物微晶玻璃在析晶的过程中，稀土离子会趋向于取代晶体中与之电

价相同、半径相近的离子（本文 Er3+取代 NaYF4晶体中的 Y3+），富集

在氟化物微晶中，使得增益提高。与此同时，微晶相的析出会造成散

射效应增强，损耗增加。因此微晶玻璃用作激光材料的关键是降低散

射效应。通过米氏散射理论可知，减小微晶相与玻璃相的折射率差可

有效降低微腔的散射效应。本文通过调控玻璃配方，使得基质玻璃与

析出的微晶之间的折射率差小于 0.05，极大降低了微晶玻璃的散射

损耗。最终我们制备的微晶玻璃微球腔品质因子达到了 105数量级以

上，并且与基质玻璃微球腔相比，微晶玻璃微球腔可获得更低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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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倍），更高斜率效率（7 倍）的激光信号。此项研究对微晶玻

璃激光材料有较大的推动意义。未来，进一步减小基质玻璃与微晶之

间的折射率差，采取更有效的方法控制微晶的形貌及尺寸分布，并优

化激活离子（稀土离子、过渡金属离子等）在玻璃相与微晶相中的分

布，微晶玻璃有望成为一类性能更加优异的激光材料。 

相 关 研 究 成 果 以 “Microlaser Output from Rare-Earth 

Ion-Doped Nanocrystal-in-Glass Microcavities”为题发表在

WILEY 出版集团旗下期刊 Advanced Optical Materials 上，其中通

讯作者为董国平教授，第一作者为欧阳天昶硕士。该研究工作得到了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等科研

项目的资助。 

论文链接：https://doi.org/10.1002/adom.201900197 

 

https://doi.org/10.1002/adom.201900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