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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快讯 

※※※※  
  

750℃条件下 我国成功制备 6英寸无褶皱高质量石

墨烯单晶晶圆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

术研究所石墨烯单晶晶圆研究取得新

进展。信息功能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研

究员谢晓明领导的石墨烯研究团队首

次在较低温度（750℃）条件下采用化

学气相沉积外延成功制备 6 英寸无褶皱

高质量石墨烯单晶晶圆。研究论文于 4

月 4 日在 Small 上在线发表。 

本期导读 

 俄罗斯科学院 Maxim Ivanov

博士和 Stanislav Balabanov

博士访问上海硅酸盐所（见第

3版） 

 瑞士科学家：可让液态水逼近

绝对零度时不结冰（见第6版） 

 诺奖得主在石墨烯中发现量

子流体（见第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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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制备石墨烯单晶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方式是以单点形核控制

来制备石墨烯单晶；另一种是表面外延生长取向一致的石墨烯晶畴，最

后以无缝拼接的方法来制备石墨烯单晶。目前外延生长制备石墨烯单晶

主要采用铜（111）单晶或者锗（110）作为衬底。但是此前的单晶石墨

烯晶圆的生长一般需要 1000℃或更高的温度，容易产生褶皱、污染，不

但产生较高的能耗，也容易导致石墨烯性能降低。 

上海微系统所研究团队采用蓝宝石作为衬底成功制备出具有更强催

化能力的铜镍（111）单晶薄膜，成功将外延生长石墨烯单晶的生长温度

从 1000℃ 降低到 750℃。制备的 6 英寸石墨烯单晶薄膜无褶皱，无颗粒

污染，电学性能可以与高温条件下得到的石墨烯相媲美。 

  

 

 左图：石墨烯单晶晶圆生长设计及实验结果；右图：低温制备的 6英寸石墨烯单晶晶圆 

单晶硅是微电子技术发展的基石，而单晶石墨烯晶圆的批量化制备

则是其在电子学领域规模化应用的前提。通过低温外延制备晶圆级石墨

烯单晶对于推动石墨烯在电子学领域的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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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科学院Maxim Ivanov博士和 Stanislav 

Balabanov博士访问上海硅酸盐所 

应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透明陶瓷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江研究

员的邀请，在中国科学院“俄乌白”特别交流计划（Plan B）的资助下，

俄罗斯科学院电物理研究所 Maxim Ivanov 博士和俄罗斯科学院应用物理

研究所/高纯物质化学研究所 Stanislav Balabanov 博士于 3 月 31 日到上海

硅酸盐所开展为期一周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4 月 3 日下午，Maxim 

Ivanov 博士与 Stanislav Balabanov 博士分别作了题为“Transparent ceramic 

made of truly nano-scaled particles”和“Optical ceramics and technologies 

developed in Nizhny Novgorod, Russia”的学术报告。上海硅酸盐所 30 多

名科研人员与研究生参加报告会。  

Maxim Ivanov 博士介绍了一种用于制备高质量透明陶瓷的方法，该

制备方法先以激光烧蚀法合成分散性较好的纳米球形粉体，后通过冷等

静压、注浆成型或电泳沉积等成型技术制备高致密陶瓷素坯，再将素坯

进行真空烧结得到透明陶瓷材料。报告着重分析和讨论了基于上述方法

制备的透明陶瓷的微观结构、红外光谱以及激光性能等。Stanislav 

Balabanov 博士在报告中介绍了四部分内容：采用自蔓延高温合成法

（SHS）制备稀土氧化物纳米粉体，并以该粉体为原料制备透明陶瓷；制

备过渡金属掺杂的 ZnAl2O4 陶瓷；采用微波快速烧结法制备几乎完全致

密的 MgAl2O4 陶瓷；用于中红外激光的过渡金属掺杂 ZnS 和 ZnSe 的性

质，以及利用固态扩散键合技术制备内掺杂层结构的新方法。报告人同

与会人员进行了深入讨论和交流，并对与会人员提出的问题作了详细的

解答。  

Maxim Ivanov 博士是俄罗斯科学院电物理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主

要从事纳米粒子合成，激光陶瓷、闪烁陶瓷和磁光陶瓷性能改善等方面

的研究。2011 年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外籍特聘研究员”，并在上海硅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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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所透明与光功能陶瓷研究课题组进行为期数月的合作研究。已发表科

学出版物超过 240 篇（包括 88 篇期刊论文），在纳米材料和陶瓷制备、

表征等领域拥有 10 项专利。Stanislav Balabanov 博士目前是俄罗斯科学

院应用物理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俄罗斯科学院高纯物质化学研究所首席

科学家。主要从事激光用光学陶瓷(激光增益元件、磁光元件、饱和吸收

器)和防护窗的制备与性能等方面的研究。在该领域拥有 10 多年的科研经

历，拥有 10 余项专利，发表科学论文 40 余篇。  

 

Maxim Ivanov博士作学术报告 

 

Stanislav Balabanov 博士作学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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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首例具有原子精度的全碳电子器件面世 

       厦门大学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能源与石墨烯创

新平台洪文晶教授、谢素原教授与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柯林·兰伯特院士

团队合作，在国际上首次制备了以单个富勒烯分子为核心单元、石墨烯

为电极的全碳电子器件，并通过富勒烯分子的分子工程学实现了对该全

碳器件电子学性质的调控，为突破硅基电子器件性能和尺寸极限，发展

全碳电子器件提供了新思路。该研究成果于 15 日在线发表于《自然·通

讯》期刊上。 

  当前，基于硅基半导体的微纳电子技术正在逼近其物理尺寸极

限，而碳基器件相较硅基器件具有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功耗，被认为是

最有希望替代现有硅基技术的未来信息器件方向。然而，如何制备具有

原子级精度的全碳电子器件依旧是未来碳基芯片领域的发展瓶颈。针对

这一关键技术问题，具有原子级规整结构和优异的电学特性的富勒烯材

料作为未来碳基电子器件的潜在核心单元进入科技家们的视野。 

  该研究团队基于厦门大学在富勒烯材料制备的优势，通过了器

件制备技术的自主研发和创新，将具有完美二维结构的石墨烯作为电极，

而具有独特电子学性质的富勒烯作为核心单元，克服单个富勒烯不到 1

纳米的尺寸带来的巨大挑战，构筑了由富勒烯和石墨烯组成的全碳电子

器件，并通过与柯林·兰伯特教授在理论计算方面的合作，发现该全碳

电子器件在电子学领域具有众多新奇的量子特性。 

  这一跨学科合作在国际上首创了具有原子级规整结构的全碳电

子器件的制备技术，从而将碳基电子器件推进至亚纳米的极限尺寸，对

于全碳电子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望发展成为下一代碳基芯片技术

的核心材料与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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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传真 

☆☆☆☆  

瑞士科学家：可让液态水逼近绝对零度时不结冰 

来自瑞士的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种防止水结冰的方法，这种方法甚至

在极低温度下同样有效。该研究能够帮助其他科学家分离、保存和研究

大分子生物。 

苏黎世大学的科学家们通过将过冷水收集在一种合成的新型脂质

中，能够使其保持液态。 

科学家们在《自然纳米技术》杂志中详细介绍了他们此次项目的成

果。在研究中，科学家们开发了一种合成脂肪分子，被称为脂质中间相。

这种脂质可以自主组装成膜，而且其分子与天然脂肪分子的外观和行为

方式都相似。当这些薄膜聚集在一起时，它们会形成相互连接、宽度小

于一纳米的微观通道网络。科学家们发现，即使在零下的温度下，这些

薄膜内微小通道里的水也不会结冰。 

在实验中，科学家们用液氦将经过单酰甘油修饰的脂质中间相冷却

到零下 263 摄氏度——离绝对零度只有 10 摄氏度。他们注意到，在实验

中零度以下的极端温度里，水变成了“玻璃状”，却没有出现冰晶迹象。 

苏黎世大学的化学教授埃胡德?兰多(Ehud Landau)表示，他们合成的

脂质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分子的疏水部分加入了强应变三元环，使

必要的弯道中产生极小的通道，并防止脂质结冰。 

同时，兰多教授也指出了实验的不易：“这些脂质的合成和纯化非

常棘手。”脂质分子有一个疏水部分和亲水部分，前者排斥水，后者吸

引水，因而这两个部分很难合成。 

因而，为了给他们的实验创造出一类新的脂质，研究人员仿照能够

在极低温度下存活的细菌膜，建立了合成脂肪分子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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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黎世大学的拉斐尔?梅曾加(Raffaele Mezzenga)教授说：“我们的

实验为进一步的研究铺平了道路，以促进低温环境下分子结构的研究，

最终了解水和脂质在极端温度条件下如何相互作用。” 

这项成果为凝聚态物理和材料科学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我们可以设

计电子流体来创造新型热电材料，将电流转换为热电流（反之亦然），

创造优异的介观导体，或创造太赫兹辐射来解决应用物理学在诸多工业

应用中的长期挑战。 

 科学家发明首种可自动调温的织物 

红外辐射占人体与环境热交换的 40%以上，然而我们的皮肤和纺织

品都不能动态地控制这个用于热传输的光通道。尽管一些人工结构如光

子晶体、复合结构和纳米孔聚乙烯薄膜等已实现辐射冷却，但它们对环

境变化没有响应，缺乏双向调节加热和冷却的有效机制。在实际纺织品

中，动态地控制红外辐射具有挑战性。 



 —8— 

近日，美国马里兰大

学 的 研 究 人 员 在

《Science》期刊发表了

题目为“Dynamic gating 

of infraredradiation in a 

textile”的研究论文。研

究人员用涂有少量碳纳

米管的特殊设计纤维制

成纺织品，可有效地调

节35%以上的红外辐射。

这种特殊的织物在湿热

条件下，纱线会收缩并激活涂层，缩小了纱线中导电材料之间的距离，

增强了导电材料之间的电磁耦合，产生共振电磁耦合效应，使纺织品的

辐射率更好地匹配人体的热辐射，允许红外辐射（热量）通过，改变织

物与红外辐射的相互作用方式，研究人员将其称为红外辐射“门控效应”。 

研发全新固态电解质界面材料，锂电池能量密度望翻

倍成长 

许多科学家都正绞尽脑汁，希望让锂离子电池性能与寿命更上一层

楼，近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则推出全新的电池结构，将有望让锂

电池性能与寿命翻倍成长。 

锂电池主要由电极、电解质与隔离模块成，锂离子首先会从正极出

发，经过电解质最后抵达阴极，而在电池首次充放电池，电极与液态电

解质之间会形成固态电解质特性的钝化层，其名为固态电解质界面

（S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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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I 拥有双重身分，为电子绝缘体同时也是锂离子的优良导体，而

该薄膜可保护电池、避免发生有害反应，并让锂离子在电极跟电解质之

间来回穿梭，对锂离子电池性能来说，SEI 可说是关键要点，若 SEI 性

能不佳，电池会存有许多问题。 

一旦 SEI 开始衰退，成堆问题便接踵而来，像是在多次充放电之后，

锂电极就容易沉积不均匀并长出枝晶，进而造成电池容量损失、充放电

效率降低或是刺穿绝缘层，最终导致电池起火。 

对此，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团队决定用聚合物复合材料打造新型 

SEI，他们结合聚合锂盐、氟化锂纳米粒子和氧化石墨烯片，希望可打造

性能超群的长寿防爆锂电池。 

团队指出，若要提升锂界面稳定性，需要非常精细、达到分子水平

的技术，而新型聚合物复合材料除了会在锂金属表面形成钩状键，还会

以被动方式提供能量，这样一来材料就不会跟电解质分子起反应，再加

上纳米片也具有隔离作用，使锂电极难以形成晶枝。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机械与化学工程教授 Donghai Wang 指出，透过

全新的 SEI 膜，团队将有望让锂电池的能量密度翻倍成长，与此同时大

幅提升其寿命与安全

性。 

先前阿贡国家实验

室与丹麦哥本哈根大

学、德国慕尼黑工业大

学和  BMW 集团也一

同着手研究 SEI，并成

功解开常见化学物质氟

化锂的运作机制，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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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指出，电池在充电过程中会产生氟化氢电化学反应，从电解质转变成

固态氟化锂并生成氢气，而这类反应皆高度依赖石墨、石墨烯和金属等

电极材料，显然电池催化剂的重要性相当高。 

而不管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团队还是阿贡国家实验室团队，这些

科学家皆认为，假如可深入了解 SEI 薄膜的化学性质与独立成分规则，

就可进一步提升电池效率，而未来这些科学家是否能成功以新型 SEI 薄

膜为锂电池带来新气象，还需要持续的研发与实验。 

转基因不是唯一选择！MIT研究团队找到改造植物

的新方法 

除了转基因，人类还可以如何“设计”植物呢？目前，麻省理工学

院的研究人员已经开发出一种新的基因工具，这种工具可以更容易地改

造出能够抗旱或抗真菌感染的植物。目前，这项技术适用于包括菠菜和

其他蔬菜在内的许多不同的植物。 

他们的方法是借助纳米颗粒来将基因传输到植物细胞的叶绿体中。

而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帮助植物生物学家克服转基因所必须经历的复

杂、耗时的过程。 

关于这种新方法，麻省理工学院 Carbon p. Dubbs 化学工程教授 

Michael Strano 评价道：“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机制，适用于所有植物物

种。” 

这项研究是最近启动的新加坡 -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与技术联盟 

(SMART) 项目中的第一个成果，研究成果发表在 2 月 25 日的《自然-

纳米技术》上。 

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小组创造了由包裹着壳聚糖的碳纳米管所组成

的纳米颗粒，带负电荷的 DNA 与带正电荷的碳纳米管松散地结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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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将纳米颗粒注入植物叶片，研究人员在叶片表面下方使用了一个装满

颗粒溶液的无针注射器，颗粒通过控制水分蒸发的气孔进入叶片。 

一旦进入叶片内部，纳米颗粒就会穿过植物细胞壁、细胞膜，然后穿

过叶绿体的双层膜。粒子进入叶绿体后，叶绿体的弱酸性环境就会促使 

DNA 从纳米颗粒中释放出来。一旦脱氧核糖核酸被释放出来，就可以转

化成蛋白质。 

在这项研究中，

研究人员使用了一

种黄色荧光蛋白基

因，这样能很方便地

观察哪种植物细胞

表达了这种蛋白质。

他们发现，大约 47% 

的植物细胞产生这

种蛋白质，但研究人员相信，如果他们继续进行实验，这一数字还会增

加。 

诺奖得主在石墨烯中发现量子流体 

流水无形，流动的电子呢？ 

早在 1963 年，科学家就假定存在一种电子流动形成的量子流体：这

种量子流体来源于导电材料中的电子彼此之间的强烈相互作用，电子可

以在比人类头发宽度短一百倍的尺度上像水一样流动。 

2019 年 4 月 12 日，Science 连刊 3 篇文章，报道了石墨烯中发现量

子流体的最新成果，这是魔角石墨烯之后，石墨烯领域迎来的又一重大

突破！曼彻斯特大学 A. K. Geim（石墨烯诺奖得主）、D. A. Bandurin 团

队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Feng Wang 团队在 Science 发表文章，分别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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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报道了在石墨烯中实验观测到二维电子流体的现象，实验揭示了在水

中无法观察到的量子流体流动，可能会产生新的量子材料和电子学。同

时，斯坦福大学 Andrew Lucas 教授还专门发表一篇展望文章，对石墨烯

量子流体及最新发现进行系统阐述。 

通过施加局部电压，石墨烯可以通过少数外部电子充电，类似于对

电容器的一侧进行充电，添加的电子很容易从一个原子移动到下一个原

子。由于量子效应，这些电子在低温下会快速地相互移动，当温度慢慢

升高，电子开始分散开来，两个电子以两个水分子截然不同的方式发生

相互反弹。在每次碰撞中，由于能量，动量和电荷都是守恒的，所以产

生的电子流体的流动方式与水的流动方式大致相同。 

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电子必须在一系列离子之间流动。如果电子

散射离子杂质或离子晶格振动，就失去动量，不能再像传统液体那样流

动。在普通金属中，电子-晶格散射非常强，因此完全无法实现电子流动。

只有在石墨烯这样的量子材料中，移动的电子才能够足够快地彼此散射，

从而形成量子流体，以类似流体的方式穿过石墨烯。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Feng Wang 团队专注于在磁场存在下石墨烯中

的电子流体，他们在垂直于石墨烯原子层的方向施加磁场，由于磁场倾

向于以相同的方式（例如，顺时针方向）旋转所有移动的带电电子，所

以奇偶校验对称性被破坏。研究发现，磁场在石墨烯电子流体中引起霍

尔粘度的不寻常现象，违反流体动力学中常规经验，证实了之前的理论

预测。 

由于石墨烯特有的量子物理特性，即使去除了所有多余的电子，也

还会存在电子流体。在有限的温度下，集合电子系统中所包含的额外的

能量可以将一些电子从价态激发成可移动的导带电子，同时产生空穴。 

在石墨烯中，电子和空穴形成等离子体，曼彻斯特大学 A. K. Geim

（石墨烯诺奖得主）、D. A. Bandurin 团队研究了这种电子空穴等离子体

与光的相互作用。他们发现电子散射相对于电子-晶格散射的增强是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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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流体所必需的，证实了理论预测。他们还证实，电子散射率遵循量

子临界行为，就像许多非费米液体的“奇异金属”一样，散射率由温度

和自然的基本常数决定。 

这项成果为凝聚态物理和材

料科学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我们

可以设计电子流体来创造新型热

电材料，将电流转换为热电流（反

之亦然），创造优异的介观导体，

或创造太赫兹辐射来解决应用物

理学在诸多工业应用中的长期挑

战。 

无论是制造微米尺度的工业电子产品，还是回答凝聚态物理中的基

本问题，流体力学，量子凝聚态物理学和材料科学的交叉学科的研究人

员会在未来的许多年里全力以赴。（选自纳米人公众号） 

 

产业信息 

◇◇◇◇ 

废弃锂电池的绿色回收之路 

2019 年 4 月 2 日，美国莱斯大学 Pulickel M. Ajayan 和 Ganguli Babu

团队报道了一种全新的锂离子电池废弃物绿色回收之路，使用深共晶溶

剂（DES）从 LIB 废物中回收有价值产品。 

DES 是一类化合物，通常具有超高的溶解金属氧化物的能力。这些

溶剂是氢键供体和受体的低共熔混合物，成本较低，易于制备并由相对

无毒和可生物降解的化合物制成，譬如氯化胆碱和乙二醇的混合物。这

种特殊的 DES 是一种“绿色溶剂”，它可以作为有效的浸出剂和还原剂，

不需要还原剂和/或昂贵的溶剂萃取剂，也不需要复杂工艺就能实现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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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纯度提取。研究表明，这种 DES 能够处理多种锂离子电池废弃物中的

多种化学物质，包括锂钴氧化物 LiCoO2 (LCO)、锂镍锰钴氧化物

LiNi1/3Mn1/3Co1/3O2(NMC)。 

回收流程很简单：从拆解 LIB 开始，将正极废弃物插入 DES 中，然

后加热并搅拌，通过溶解实现钴和锂离子的提取。当过滤渗滤液后，还

可以单独回收铝箔，粘合剂和导电碳。然后通过沉淀或电沉积回收钴化

合物，从而实现对这些有价值材料的重复利用。以 LiCoO2 为例，钴和锂

的浸出效率均达到≥90％。此外，其他电池组件，例如铝箔和聚偏二氟

乙烯（PVDF）粘合剂，也可以单独回收。 

总之，这项研究提供了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锂离子电池绿色回收技

术，对于锂电池行业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基本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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