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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艾力更·依明巴海副委员长

一行来实验室调研考察 

12 月 17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艾力更·依明巴海率

队来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科技进步法修法工作。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学成，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何

丽娟，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校长高松，华南理工大学副校

长朱敏，中国科学院院士曹镛陪同调研。 

 

马於光教授实验室基本情况 

实验室主任马於光教授向艾力更·依明巴海副委员长一行介绍了

实验室的基本情况，近年来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和队伍

建设及国际科技合作交流等方面取得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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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力更·依明巴海副委员长对实验室贯彻落实科学技术进步法各

项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仔细询问实验室在贯彻实施科学技术进步

法中遇到的问题及修法建议。 

  

调研组参观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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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钙钛矿光电材料与器件双边研讨会 

2019年 12 月 17-18日，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有机/

钙钛矿光电材料与器件双边研讨会在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

国家重点实验室召开。会议由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材料

学院（先进材料国际化示范学院）共同举办。会议邀请了二十位帝国

理工大学的专家学者进行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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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於光教授致词 

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马於光教授为会议致词，对

帝国理工大学学者们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表示有机及钙钛矿光电领域

在不断的发展变化，通过交流和互相学习，共同推动该领域的发展。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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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期间，中英双方的学者们就有机及钙钛矿光电领域的研究进

行了热烈的讨论，会议共呈现了 36 个学术报告。来自帝国理工大学

的 Ji-Seon Kim 教授作出了关于有机半导体分子物理学的演讲，

Martin Heeney教授则分享了关于有机太阳电池材料设计上的研究成

果，Artem Bakulin 教授对 pump-push-photocurrent 光谱技术在光

电子领域的应用进行了全面的讲解。此外，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

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吴宏滨教授详细地阐述了通过辐射效率测量

来评估有机太阳电池中给受体界面之间能量差的研究。叶轩立教授则

详细地介绍了如何利用高通量光学模型来指导设计功能化有机太阳

电池。应磊教授分享了非富勒烯有机太阳电池中共轭聚合物的设计理

念。 

 

会后合影 

此次双边会议旨在通过帝国理工大学与华南理工大学师生的学

术交流，共同推动有机及钙钛矿光电领域的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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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举办第六

期“发光明师讲堂” 

12 月 26 日，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举办第六期“发光

明师讲堂”，邀请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学思研究员，为师生做主题为“生

物可降解高分子材料”的学术报告。 

此次报告由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马於光教授主

持，马於光教授对陈学思院士的来访表示热烈的欢迎，简要介绍了陈

学思院士在基础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成就，并为陈学思院士颁

发“发光明师讲堂”纪念品。 

 

马於光教授为陈学思院士颁发纪念品 

在报告中，陈学思院士从生物可降解材料的结构特点和性能出发，

介绍了其团队在可降解高分子、生物医用材料和药物递送三个领域的

研究历程、研究成果和产业化情况，并向在场师生分享了多年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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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 

 

陈学思院士做报告 

陈学思院士的研究成就引得在场师生的赞叹，其广泛的涉猎，系

统而又详实的报告予人以启发，深得学生喜爱，与会师生针对报告中

各自关心的学术问题积极提问，陈学思院士认真回答了与会师生的问

题。 

陈学思院士简介： 

陈学思，1982 年 7月毕业于吉林大学化学系，获理学学士学位，

1985-1988 年于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

1993-1997 年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97-1999 年在美国

宾夕法尼亚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1999 年 6 月应聘回中国科学院长

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员。现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

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高分子材料重点实验室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2016 年当选国际生物材料与工程联合会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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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生物材料学会生物医用高分子材

料分会主任。 

现任国际学术期刊《Advanced Healthcare Materials》，《Journal 

of Controlled Release 》 ， 《 Biomacromolecules 》 ， 《 Acta 

Biamaterialia》，《 Polymer Chemistry》，《 Macromolecular 

Bioscience》和国内学术期刊《Chinese Journal of Polymer Science》，

《科学通报》，《高等学校化学学报》，《Chemical Research in Chinese 

Universities》等编委或顾问编委。 

目前主要从事生物降解医用高分子材料，组织工程和药物缓释，

聚乳酸产业化等方向的研究工作。已发表 SCI 学术论文 700 余篇，SCI

他引 2.0 万次，h-指数为 79；授权专利 160 余项。2011 年获吉林省

科技进步一等奖和中国石油和化学联合会科技一等奖，2012 年获中

国化学会“赢创化学创新奖”，2014 年获中国化工学会第六届侯德

榜化工科学技术奖和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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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理工大学先进材料国际化示范学院

2019 级材料类全英创新班本科生来实验室

参观学习 

12 月 22 日下午，华南理工大学先进材料国际化示范学院 2019

级材料类全英创新班（简称“材创班”）本科生来实验室参观学习，

先进材料国际化示范学院依托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进行建设和管理。  

  

  

参观实验室 

张杰老师带领同学们参观了成果展示厅，超净室及测试分析平台，

超快平台，小角度 x 射线散射室，核磁室等仪器测试平台，并为讲解

不同仪器的功能和原理。 

随后，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马於光教授，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彭俊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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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马东阁教授，苏仕健教授，实验室副主任黄飞教授，中国科学院

院士曹镛教授分别为 2019 级材创班同学做讲座。

  

  

  

各教授做讲座 

实验室主任马於光教授向同学们介绍了对国重的总体情况。马於

光教授对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历史和发展，以及光电部

分研究领域、主要骨干教师队伍、成果、学生出口等方面都作出了全

面系统的介绍。同时向同学们介绍了自己团队对于新领域的探索。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

任彭俊彪教授以“发光显示领域及系统集成”为主题。向同学们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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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发光显示器件的发展趋势，创新想法及未来的展望，并向同学们介

绍前沿科技。 

马东阁教授以“OLEDs 及其照明技术”为主题，重点向同学们介

绍 OLED 照明的优点、发展历程、发光原理以及国重对 OLED领域做出

的贡献。 

苏仕健教授主要向同学们介绍了 OLED 的实际应用，器件的研究

原理，以及和材料相关的研究方向；并重点介绍了其团队对器件的改

进方向。 

实验室副主任黄飞教授向同学们介绍了恩师曹镛院士的成就，重

点讲解了关于有机光伏的相关原理和器件结构，介绍了有机光伏的应

用优势和可发展思路。同时还介绍了东莞协同创新研究院的相关工作。 

在本次讲座的最后，曹镛教授从有机光电的发展历程、应用领域

出发，重点介绍了国重有机光电方向的初始建立和理念目标，以及目

前的主要研究方向。 

 

 

曹镛教授在 2019 级实验室新生培训会上做

“光电所的发展与展望”讲座 

12 月 25 日曹镛教授在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 2019 级新

生入学培训会上给光电所新生作了题为“光电所的发展与展望”的讲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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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镛教授做讲座 

曹镛教授向新同学们介绍了国重有机光电研究领域自 1988 年学

校批准组建光电所以来老师和同学在坚持基础、应用基础及应用研究

全链条发展，坚持以化学、物理、材料科学学科老师同学合作交叉发

展的基础上成长壮大的历程，及光电所在有机光电信息与能源领域所

取得原创性成果。 

曹镛教授重点向同学们介绍了光电所在此过程中所培养和引进

的中青年科研教师团队及近期（2025）及中期（2035）发展目标。曹

镛教授指出 2019 级同学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力量，他鼓励 2019 级

同学们努力学习为实习这些重大目标作出自己的贡献，在此过程中历

练与成长。曹镛教授还向同学们说明了光电所关于论文奖励、申请教

育部资助出国联合培养、保密条例等方面的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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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电学术讲座”第四十讲开讲 

12 月 27 日（星期五）下午 15：00，“光电学术讲座”第四十

讲在国重报告厅 N308 开讲。胡蓉博士、甄士杰博士后、万清博士生

分别向师生们做学术报告。 

 

胡蓉博士做报告 

胡蓉博士为师生做题为“AIE材料在生物成像及治疗中的应用”

的报告。在报告中，胡蓉博士分别从微生物及细胞两个角度介绍 AIE

材料在生物检测、成像及治疗中的应用。在微生物方面，胡蓉博士重

点介绍 AIE 材料在微生物的高效区分、选择性成像及抗菌中的应用，

并在动物模型了实现了对微生物的有效抑制；细胞层面，不仅利用

AIE 聚合物实现了对活细胞的特异性识别，还利用炔-胺点击聚合构

建了一种细胞内的聚合反应，原位制备 AIE 聚合物，实现了“点亮”

成像及对细胞的高效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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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世杰博士后做报告 

甄士杰博士后为师生做了题为“硫氧化增强发光及其在生物成像

及诊疗中的应用”的报告。在报告中，甄士杰博士后向师生介绍了聚

集诱导发光（AIE）材料的发现、机理及应用。介绍了一种新型 AIE

基元的构建及基于此 AIE 基元制备的一系列红光/近红外 AIE 材料，

实现了靶向光动力学治疗及动物的双光子荧光成像。并重点介绍了通

过简单氧化可以明显实现材料的发光红移，发光效率、活性氧产生效

率及双光子吸收截面的提高，同时实现材料能级的明显降低。通过研

究发现，此类 AIE 材料对于探索生物体内癌细胞活动和诊疗手段具有

重要意义，并且再次表明了 AIE 材料在生物荧光成像与诊疗等方面的

巨大应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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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清博士生做报告 

万清博士生为师生做题为“萘并噻二唑衍生物在光/电致发光中

的三重态激子调控及其应用”的报告。在报告中，万清博士生从光致

发光与电致发光过程中三重激发态产生原理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两

种过程中所产生的三重态激子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在电致发光过程

中，通过结合“热激子”原理和巧妙的分子设计，将高能激发三重态

激子转化为辐射单重态激子以提高近红外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的

器件效率。对比分子内“电子效应”和“位阻效应”的增强对器件效

率的影响，揭示了虽然两种效应均可以提升材料的固态发光效率，但

“电子效应”的增强有利于 OLED 器件效率的提升。此外，结合理论

计算和实验结果，提出了影响三重态热激子转化的三个重要因素，实

现了热激子荧光材料的可控设计。万清博士生还介绍了在光致发光过

程中产生的三重态激子在光动力肿瘤治疗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聚

集诱导发光（AIE）原理，提出“在阴离子-π*型 AIEgen中强化分子

内电荷转移态”的设计理念，制备出兼具高效聚集发光和自由基型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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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氧产生的光敏剂，从而克服传统光动力疗法中聚集荧光猝灭、聚集

活性氧效率降低以及肿瘤乏氧等系列问题。 

 

 

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要研究

进展介绍 

Ⅰ兼具骨肿瘤治疗与组织修复能力的光热铋掺杂生物玻璃 

骨肿瘤治疗通常需要手术切除、化/放疗等，切除部分需要植入

义体或生物材料恢复功能。研制既具有杀肿瘤能力又具有骨组织修复

功能的材料可为骨肿瘤治疗提供一种全新的技术方案，然而目前仍没

有这种材料。挑战在于，(1)传统生物玻璃或陶瓷仅具有骨修复，不

具备杀肿瘤功能；而(2)传统光热材料如金或半导体纳米材料虽具有

较好的光热效率，较好的杀肿瘤能力，但不具备骨组织再生功能。 

为此，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

重点实验室彭明营教授课题组与南部战区总医院骨科实验室研究团

队、英国帝国理工学院 Nicholas J. Long 教授以及美国俄克拉荷马

大学毛传斌教授合作，研制出一种兼具骨肿瘤治疗和组织修复能力的

生物玻璃材料。研究人员偶然发现铋玻璃具有优异的光热效应，例如

2 mol%的铋掺杂锗酸盐玻璃（10 mm×10 mm×1 mm）在 1.0 W/cm
2

的 808 nm 激光照射下温度可升高至 100 oC。随后，通过玻璃结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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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调控了铋玻璃发光与发热过程，赋予了铋玻璃骨组织修复能力，

发明了光热铋掺杂生物玻璃。通过小鼠体内、体外实验进一步证明了

光热铋掺杂生物玻璃具有优异的生物相容性、良好的光热治疗效果以

及骨组织修复功能。 

体外实验表明，铋玻璃在模拟体液中共培养 14 天后表面生成骨

组织主要成分羟基磷灰石；共培养 50 天后铋玻璃的光热效应几乎没

有减弱。动物实验表明，植入 2 mol%的铋掺杂生物玻璃（10 mm×10 

mm×1 mm）的小鼠肿瘤部位在 1.5 W/cm
2的 808 nm激光下照射 5 min，

温度可以升高到 54 oC；3 天后小鼠肿瘤完全消失；15 天后植入的铋

掺杂生物玻璃被小鼠组织包裹。该研究有望联合化疗和放疗协同治疗，

有效杀死残余的骨肿瘤细胞，从而可以减少骨肿瘤和骨缺陷的治疗次

数，从而推动双功能生物玻璃在医疗领域的应用。 

 

 

该研究成果以“Multi-functional bismuth-doped bioglasses: 

combining bioactivity and photothermal response for bone tum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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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and tissue repair”为题已在线发表在 Light: Science 

& Applications 期刊上（DOI: 10.1038/s41377-018-0007-z），其

中通讯作者为华南理工大学彭明营教授，第一作者为博士研究生王丽

平。该工作得到了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装

备预研教育部联合基金、中央高校基础研究经费以及广州市科学研究

专项重点项目的资助。同时，感谢德国耶拿大学 Lothar Wondraczek

教授在论文写作方面给予的指导。 

 

Ⅱ利用界面能量传递（IET）观测亚晶格尺度能量迁移效应 

稀土掺杂上转换纳米发光材料因其优异的发光学性质在激光、显

示、光伏、生物成像、诊疗等诸多领域表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近期

研究发现，能量迁移在获得光子上转换以及发光调控方面具有独特优

势。然而，能量迁移一般会与其他能量作用过程同时发生而被掩盖，

即使对于迁移离子单掺体系，在技术上也难以将迁移离子互相激发与

入射光源直接激发区分开来。因此，能量迁移研究面临巨大挑战。 

近日，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张勤远教授

和周博教授团队提出了一种可实现亚晶格尺度观测能量迁移的新策

略。他们设计了界面能量传递 IET（Interfacial Energy Transfer）

调控的敏化层-迁移层-监测层核壳纳米结构，并通过优化共沉淀法成

功合成出这种纳米结构。在该设计中，能量迁移被限制在中间迁移层，

各层之间只能通过 IET 相互作用；当入射光激发时，如果存在能量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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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则激发能量可经过迁移层传递到监测层而观察到相应发光。因此，

通过记录监测层的光谱变化可“观察”到迁移层掺杂离子能量迁移的

变化特征与规律。通过选取适合的敏化离子与监测离子，在实验上成

功观测到 Tb、Gd、Yb 等稀土离子在纳米尺度的能量迁移特性。研究

发现，迁移特性与掺杂浓度呈先增加后减小的趋势，迁移离子存在最

佳掺杂浓度（~70mol%），迁移能级的辐射跃迁会降低迁移效率；Yb

在低掺杂浓度（<10mol%）时即表现出较强的能量迁移特性。研究同

时发现，这种核壳结构设计也可用于可见区发光颜色精细调控，在

Tb 迁移体系实现了蓝光到红光渐变颜色调节。此外，利用 Yb的能量

迁移特性也获得了 808nm 激发的 Eu、Tb 长寿命上转换发光，并进一

步利用时间门技术有效识别出依赖于长寿命存储的信息，可望用于信

息安全领域。   

相关研究成果以“Probing energy migration through precise 

control of interfacial energy transfer in nanostructure”为

题发表在期刊 Adv. Mater. (Frontispiece Paper)上，其中通讯作

者为周博教授、张勤远教授等。该研究工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等科研项目的资助。 

论文链接：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002/adma.201806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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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份境内外学者来国重室访问交流情况 

报告人 工作单位 职称 报告题目 时间 

陈振沣 上海交通大学 博士 
Charge generation process in non-fullerene 

acceptor based OPV devices 
12 月 5 日 

范兴 重庆大学 教授 
织物结构柔性器件及其电极界面非线性动力

学 
12 月 6 日 

王朝晖 清华大学化学系 教授 
Moleular-Carbon Imides: Precise Synthesis and 

Appication 
12 月 9 日 

姚宏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应用化学系 
教授 金属卤化物高效发光材料与器件 12 月 9 日 

董宇平 北京理工大学 教授 聚集诱导发光功能材料的构筑与应用 12 月 12 日 

廖蕾 湖南大学 教授 二维半导体异质集成和器件构筑 12 月 12 日 

Mikhail G. 

Brik 

爱沙尼亚塔尔图大

学 
教授 

Applications of Mn4+ ions in red phosphors for 

white LEDs 
12 月 13 日 

李江宇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

进技术研究院 
教授 

Correlating Polar Order, Ionic Migration, and 

Photocurrent in Organometallic Halide 

Perovskites 

12 月 16 日 

朱晓夏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

学 
教授 

Polymeric Materials Made with Green Chemistry 

Approaches 
12 月 17 日 

Andrey L. 

Rogach 
香港城市大学 教授 

Light-emitting perovskite nanocrystal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optoelectronic devices 
12 月 17 日 

乔世璋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大学 
教授 

Nanostructured Electrocatalysts for 

Energy-relevant Conversion Processes 
12 月 19 日 

邢献然 北京科技大学 教授 纳米固体的局域结构与负热膨胀 12 月 24 日 

任广禹 香港城市大学 教授 
有机及钙钛矿半导体在显示, 照明, 互联

网, 医疗检测, 及能源的应用 
12 月 25 日 

陈学思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

用化学研究所 
 院士 生物可降解高分子材料 12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