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 着 新 一 轮 科 技 革 命 和 产 业

变 革 不 断 深 入，“ 材 料 先 行” 渐

成 业 界 共 识 , 新 材 料 产 业 的 发 展

已 经 成 为 维 护 产 业 链 稳 定 安 全、

先 进 制 造 业 转 型 升 级 以 及 构 筑 面

向 未 来 竞 争 新 优 势 的 压 舱 石。 

在此背景下，中国新材料产业技术

创 新 平 台 在 各 方 支 持 和 共 同 努 力

下，推出《透视新材料》。这是一

本以新材料为主题的刊物，以突出

专业性、实用性为特点，聚焦国家

新材料领域发展重点，集中刊登新

材料领域的原创性分析研究报告。 

我们希望这本刊物能为国家及地区

新材料产业的发展以及社会各界提

供有益参考，同时也为大家提供一

个开放的交流平台。最后，感谢为

这本刊物的顺利面世默默付出的所

有人，希望这本刊物能够得到大家

的喜欢和支持，希望大家多提宝贵

意见，也祝福《透视新材料》能够

长久发展。

▼ 编者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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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电子材料与技术发展背景与意义
在目前的电子信息产业中，刚性器件和系

统仍然占据主要地位，此类器件经历长期技术

沉淀，具有工艺成熟、运行速度快、精确性好、

稳定性高等优点。随着互联网、物联网、传感

器等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与现实世

界的融合越来越紧密，更为多样化的应用场景

对电子器件的形态、功能提出了更多需求。硅

基刚性电子器件由于易碎、难变形等问题，已

经难以满足特殊场景下的特定要求。

柔性电子的诞生颠覆性地改变了传统刚性

电子器件的物理形态，它是将有机或无机材料

电子器件制作在柔性或可延展基板上的新兴电

子技术。由于柔性电子器件具有柔性化、可定制、

低成本、灵活性、便携性等特征，相比传统刚

性电子器件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不同工作

环境，有潜力进一步促进人 - 机 - 物融合，成

为融合实体、数字和生物世界的重要推动力量，

为后摩尔时代器件设计集成、能源革命、医疗

技术变革等更新换代等提供创新引领，是我国

自主创新引领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

随着新材料、新工艺的不断产生和进步，

柔性电子产品各方面的潜力正被不断发现：1）

低成本。随着柔性电子产品的持续创新，柔性

电子制造能够在提高效率的同时降低成本，甚

至能够低于传统电子系统。2）灵活性。柔性电

子产品由于能够在塑料薄膜等基材上进行打印，

相比玻璃等刚性基板更具灵活性。3）可定制。

柔性电路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更具个性化的体验，

如智能手环等可穿戴设备，还能够定制柔性基

板，使其适用于不同形状的独特产品和设备。

4）创新性。材料与工艺创新让柔性传感、柔性

显示技术不断成熟，小体积、可折叠、可弯曲

等特性为用户提供了更多创新设计选择。5）便

携性。柔性电子产品克服了传统刚性器件易碎

易裂的缺点，使产品更轻更薄，因此具有更佳

的耐用性和尺寸。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遭遇

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我国科技与

产业创新发展面临新的挑战。柔性电子材料与

技术作为新的科技创新赛道，可能在航空航天、

生物医疗、新型能源、脑机融合、生活消费等

领域产生巨大影响，也有利于我国突破欧美长

期主导的硅基材料与电子技术产业发展格局。

我国迫切需要围绕柔性电子领域，凝练重大科

学问题，寻求重大理论突破，掌握关键核心技术，

产出引领性原创成果，力争在高性能材料设计

与制备、柔性器件加工工艺、器件稳定性及多

功能器件集成等方面提升创新能力，为我国柔

性电子技术及相关产业实现快速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

世界主要国家与地区柔性电子发展策略

美国是世界较早开展柔性电子技术研发的

国家之一，并且重视柔性电子技术在各领域的

协同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初，美国就开始印

刷与柔性显示相关领域的研究计划。美国能源

部、国防部等先后投入数亿美元，用于资助包

括关键材料、器件、工艺技术以及系统原型等

方面的基础与应用研究。2012 年，美国奥巴

马政府将柔性电子制造列为国家制造业创新

网络中 11 个优先发展领域之一；同年，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制定了柔性电子战略；2014

年，美国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下由国防部牵头

组建了柔性混合电子器件制造创新中心，并在

2015 年成立了柔性混合电子学制造创新机构。

▼ 美国

欧洲是从事柔性电子技术研究和产业化较

早且较活跃的地区，并持续加强柔性电子技术

领域资金投入。欧盟在其框架计划中先后投入

大量资金，以支持相关材料、工艺设备、元

件和系统原型研究，如第七框架计划中的中

PolyApply 和 SHIFT 计 划 投 入 数 十 亿 欧 元，

重点支持柔性显示器、柔性储能器件、聚合物

电子等领域的材料、设计、制造、可靠性、批

量化生产等方面的研究；“地平线 2020”计

划也资助了大量有机电子学项目，如“用于大

面积智能表面的有机晶体管的先进高分辨率印

刷”项目等。此外，英国、德国、芬兰、荷兰

政府都投入大量资源，资助相关的基础、应用

研究及产业化，并成立了国家级的研发中心。

欧洲传统的大型化学材料企业也纷纷将柔性电

子材料纳入重点发展方向，并衍生出众多小型

高科技企业。

▼ 欧洲

日本是传统电子领域的技术领先者，在材

料与工艺设备方面掌握有领先技术。日本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就面向印刷与柔性电子领域

开展有布局，主要针对低成本显示产业。2011

▼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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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柔性电子产业发展相对欧美稍晚，但

对产业重视程度日益提升，已在部分领域成为

行业领导者。2006 年，韩国国家印刷电子中

心成立，投资于前沿核心设备和基础设施建设，

致力于把韩国建设成为印刷电子的世界中心。

2010 年，《韩国绿色 IT 国家战略》投资 720

亿美金发展 AMOLED 显示技术，；2012 年，

韩国启动国家印刷电子发展计划，计划在 6 年

时间内投资 1725 亿韩元（约合 10 亿人民币），

发展印刷电子全产业链技术；同年，韩国成

立了国家印刷电子协会。韩国企业如 SMD、

LG、三星等在柔性显示领域取得了重点代表性

成果。

▼ 韩国

我国在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领域开展了一系

列努力，在基础研究上与发达国家基本处于同

一起跑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针对柔性电子

技术，特别设立有重大国际合作项目和一系列

面上项目，如柔性与可穿戴材料化学、个性定

制与柔性制造智能化技术、有机 / 柔性光电子

器件与集成、柔性光电子技术及器件等；国家

“973”计划曾经支持了“高效有机 / 聚合物

太阳电池材料与器件研究”、“可印刷塑料电

子材料及其大面积柔性器件相关基础研究”、

“可延展柔性无机光子 / 电子集成器件的基础

研究”等项目；国家“863”计划也层设立了“柔

性显示关键材料与器件技术”专项；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设立了 12 个与柔性电子技术相关的

项目；在“新一代人工智能”重大专项中，“新

型感知和智能芯片”方向要求开发功能类似生

物、性能超越生物的柔性感知系统等。

▼ 中国

年，日本新一代移动显示材料技术研究协会联

合大学、公司和研究机构成立日本先进印刷电

子技术研究联盟，并获得新能源和工业技术发

展组织（NEDO）资助，重点发展印刷与柔性

电子材料与工艺关键技术。日本研究机构和企

业在部分柔性电子材料和工艺设备方面掌握了

领先技术，如 JOLED、住友化学、EPSON、

Toppan Printing 等。日本传统电子企业基于

相关技术，也开发出多款柔性产品，特别是柔

性显示产品，如东芝、松下等。

柔性电子及主要材料产业市场
柔性电子行业的产研链条主要包括上游生

产设备与原材料，如有机发光材料，膜材，纳

米银线、石墨烯等纳米结构材料等；中游为基

于原材料制造的各类柔性电子器件，如柔性传

感器、柔性面板、柔性集成电路等，以及器件

模组等；下游则为柔性电子在各行业的应用，

包括显示、能源、医疗、工业等（如下图所示）。

上、中、下游分工明确，相互间的技术、设备

壁垒较高。

柔性电子技术的基础是柔性电子材料。根

据材料“柔性”的实现策略分，可以划分为具

有本征柔韧性的功能有机分子和聚合物材料，

如导电高分子聚合物、有机半导体等；以及经

过微结构设计实现的刚性无机材料柔性化，如

石墨烯、碳纳米管等微纳米材料。根据柔性材

料的应用领域划分，可分为有机发光二极管

（OLED） 材 料、 有 机 光 伏（OPV） 材 料、 有

机光电探测器（OPD）材料、有机薄膜晶体管

（OTFT）材料、导电油墨材料、组件连接材料（包

括各向同性 / 各向异性导电粘合剂和低温焊料）

等。根据材料物理性能分，则包括柔性导电材料、

柔性半导体材料、柔性介质材料、柔性光电材

料等。基于柔性电子材料构建的电子器件，主

要包括柔性显示面板、柔性传感器、柔性光伏

面板、柔性逻辑与存储器件、柔性光电器件等。

柔性电子以其独特的柔柔韧性和延展性，

以及高效、低成本的制造工艺，在能源、工业、

医疗、生活消费等众多领域具有广泛应用前景。

在工业制造行业，从柔性电子能够改变工业设

备及产品的形态，通过更紧凑的传感器和电子

元件，为设备和产品提供新的功能并减小其体

积，这在汽车制造行业体现的尤为突出，柔性

电子将帮助电子部件与汽车结构件融为一体。

在医疗行业，柔性电子产品将带来巨大革命，

典型应用如柔性电子皮肤、紫外线辐射跟踪贴

片、电子隐形眼镜等，能够极大丰富健康数据

采集和疾病检测的手段。在能源行业，最有前

图 1  柔性电子行业产业链圈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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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的创新之一是可印刷太阳电池板，柔性有机

光伏将可能打印到窗帘、服装等各种物体表面，

并且其成本可能要低于传统太阳能电池。在电

子消费品行业，柔性电子产将为智能手机、便

携式电脑、电视等带来革命，为消费者带来全

新的使用体验。在可穿戴设备中，柔性电池和

柔性屏幕有助于缩小智能手表和其他可穿戴设

备的尺寸，并因其柔韧性特点使可穿戴设备更

舒适无感。此外，柔性电子器件质轻、便携、

可大面积加工和适应性强的特点，也将为军事、

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发展带来改变，柔性信息显

示、柔性储能等将颠覆传统装备的设计与运行

模式。

柔性电子行业是一个新兴的快速发展行

业， 具 有 广 阔 的 市 场 前 景。 根 据 IDTechEx 

Research 咨询公司的研究，2019 年印刷、柔

性和有机电子产品的市场销售额是 371 亿美

元，2020-2030 年 间 预 计 将 从 412 亿 美 元 增

长到 740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由 OLED、印

刷柔性传感器和印刷导电油墨拉动的，但同

时，可伸缩电子、逻辑和存储器、柔性电池和

电容传感器是小得多的细分市场，但具有强大

的增长潜力。在柔性电子材料方面，IDTechEx 

Research 预测到 2031 年，用于印刷和柔性电

子产品的特殊材料市场总额将达到 69 亿美元，

其中 OLED 显示材料和导电油墨将是材料市场

的主体。

柔性电子关键材料技术

柔性电子器件的柔性主要由超薄的韧性基

底材料实现，为实现器件在高度形变下仍能保

持结构和功能的完整性，还需要有具备高延展

性、耐疲劳的导电材料和具有高稳定性的半导

体材料，共同实现电子器件的柔性化。因此，

柔性电子材料主要包括柔性导电材料、柔性半导

体材料、柔性介质材料和柔性光电材料等类别。

 （1）柔性导电材料

这是一类具有导体特性的柔性材料，包括

金属导体、导电聚合物和纳米导体等。其中，

金属导体主要有传统的金、银、铜和当前热门

的液态金属等，主要是用于柔性电子器件的电

极，以及作为不同器件之间的导线连接。通过

结构设计改进，可有效克服金属固有的易疲劳

断裂特性。液态金属由于固有的流动性和优异

的电学特性，为柔性无源器件提供了实现器件

延展的新思路。如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理化

技术研究所刘静教授团队研发出一种液态金属

电子纹身，不仅使纹身图案具有电子电路功能，

而且可以紧密贴合在皮肤表面，即使皮肤被拉

伸扭曲，依然能保持良好的电学性能。

聚合物是绝大多数柔性电子设备最基本的

组成单元，如果选用本征导电的聚合物作为柔

性电子设备的构建基本体，则可以同时实现柔

韧性及导电性俱佳的效果。当前已有数十种导

电聚合物，如 PEDOT:PSS、聚吡咯、聚乙炔、

聚噻吩等。部分导电聚合物具备电化学能源存

储、传感及光催化等性质，可同时实现导电及

功能性一体化。美国斯坦福大学鲍哲南教授团

队利用 3D 结构化方法制备出超轻导电聚合物

气凝胶，其电性能可以在很大范围不受应变和

应变速率影响，并表现出优异拉伸压缩循环稳

定性。该气凝胶制备过程示意图如下所示。

包括纳米颗粒、纳米线等在内的纳米导体

的很大一部分是用于印刷工艺，除了具有良好

的导电特性，还能易于制成薄膜或导线，加之

在硬度、弹性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在小尺寸下

才具备的特定性能，使得纳米导体在新兴领域

得到了广泛应用。这其中，以碳纳米管、石墨

烯为代表的新型碳纳米材料具有优异的电导率、

独特的光学特性、优秀的机械强度，而且质量轻，

▼ 主要柔性电子材料

图 2  2019 年柔性电子市场细分行业及占比（亿美元，%）

资料来源：IDTechEx Research

图 3  合成过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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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ED柔性显示

印刷与柔性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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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相对低廉，为碳材料在印刷电子行业的应

用提供了新的机遇。浙江大学汪延成教授团队

通过石墨烯 / 银 / 硅橡胶纳米复合材料设计了

一种基于自然指纹区域划分的新型多功能感应

区域，具有优异且可调节的机电性能。

 （2）柔性半导体材料

这是一类具有半导体特性的柔性材料，

可分为无机半导体材料、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材

料、有机半导体材料等。其中，ZnO、ZnS 等

无机半导体材料的压电特性好，适合用于可穿

戴柔性电子传感器。以氧化铟镓锌（indium 

gallium zinc oxide，IGZO）为代表的金属氧化

物半导体材料迁移率高、稳定性好、制作工艺

简单，适于制备柔性透明导电膜，透光率可达

83%，电阻率小于 10×10-4 Ω·cm，可应用于

液晶显示和静电屏蔽、太阳能电池等。

有机半导体材料主要有小分子型和高分子

型两类。小分子型有机半导体材料包括三苯基

胺、富勒烯、酞菁、苝衍生物和花菁等。常见

的高分子型有机半导体材料包括聚乙炔型、聚

芳环型和共聚物型等。通常情况下，有机半导

体材料迁移率低、空气稳定性差、寿命短；无

机纳米半导体材料在电性能、稳定性和可靠性

等方面优势明显，但溶液存在难以制备、不易

成膜和存在晶界等问题。因此，通常采用无机

纳米材料对有机半导体材进行改进，以提高有

机半导体材料的性能。

以石墨烯、六方氮化硼、二硫化钼和黑磷

等为代表的二维纳米材料，以其优异的电学、

热学特性，为柔性半导体设计提供了新的发展

思路。例如，石墨烯在室温下的载流子迁移率

为 15000 cm2/(V·s)，是硅材料的十倍以上，

被认为是硅的最佳替代，但它的零带隙效应使

其无法实现半导体的逻辑开关。

 （3）柔性介质材料

这是一类具有绝缘特性的柔性材料，主要

有用于柔性显示的基底材料、聚合物电容器介

质以及压力电子皮肤传感器的电介质材料等。

当前，用于柔性显示的基底材料包括聚合

物基底、超薄玻璃基底、不锈钢基底以及新兴

的纸质基底和生物复合薄膜基底等。其中，聚

合物材料具有化学结构设计性强的优势，通过

分子设计可得到种类繁多的聚合物基底材料，

以适应不同的应用需求。有学者通过尿素与胺

封端的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反应，合成

出具有脲官能团的 PDMS 柔性基底，具有极高

的断裂伸长率（最高可达 5600%）、自愈和性

能（环境温度 2h 可恢复初始机械强度）和气

体分离性能。然而，由于阻水、阻氧性能差，

难以同时满足热稳定性和高透光性，将聚合物

与其他材料复合是解决此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聚合物电容器介质在承受高温时，会因发

生介质击穿而失效。中科大与清华大学联合团

队制备出掺入少量带负电的二维填料的聚偏二

氟乙烯基复合材料，在提高其介电常数的同时，

获得了极高的击穿场强和储能密度。

压力电子皮肤在高灵敏、穿戴舒适、使用

安全的基础上，还需实现长久耐用、绿色环保、

低成本且易制造。为此，以天然植物为电子皮

肤介质是一个新兴的研究方向。有学者将玫瑰

花瓣经临界点干燥处理后，直接作为高灵敏压

电式压力电子皮肤的电介质材料，图 4 展示的

是不同状态下的玫瑰花瓣。然而，在迟滞现象、

动态稳定性等器件性能方面，天然植物仍有一

定的改善空间。

 （4）柔性光电材料

这是一类具有光电活性、能有效实现光能

与电能之间转换的材料，主要有有机光电材料、

有机 - 无机复合光电材料等。

有机光电材料的核心骨架通常富含碳原子、

具有大 π 键的共轭体系的有机分子，广泛用

于太阳能电池、发光二极管、薄膜晶体管、存

储器和传感器等领域。其中，有机发光二极管

（OLED）与 LED 相比，具有对比度高、超薄

以及可弯曲等优点，在显示与照明领域拥有巨

大的市场价值与应用前景。吉林大学利用有机

发光自由基材料制备 OLED，实现了接近 100%

的量子效率，解决了传统荧光发光材料发光效

率低的问题。

有机 - 无机复合光电材料结合了有机、无

机组分各自的优势，不仅具备了无机半导体材

料的高光电特性，能够实现高效、灵敏的光电

转换，而且综合了有机材料质轻、柔性的特征，

并可采用低温溶液方法实现薄膜器件的大面积

与图案化制备。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形

状的无机纳米晶的可控制备，能级匹配的聚合

物 - 无机纳米晶复合光电材料的设计，表面 /

界面化学修饰以改善组分相容性等领域获得了

一系列研究成果，逐步揭示了高性能有机 - 无

机复合光电材料的结构 - 性能关系，丰富了对

复合材料相结构、界面结构、缺陷结构的认识，

并获得了众多行之有效的制备与调控手段。图

5 展示的是柔性 / 可伸缩光电探测器、发光二

极管及其他应用中涉及的各种纳米材料及有机

材料。

图 4  不同状态下的玫瑰花瓣：（a）新鲜花瓣；（b）
花瓣的微乳突结构；（c）临界点干燥的花瓣断面；
（d）自然干燥的花瓣断面。

图 5  柔性 / 可伸缩光电探测器和发光二极管
用到的纳米材料及有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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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柔性电子制造四个关键步骤的主要挑战与案例

由于实验室和工厂在生产能力上的不同，

使得柔性电子产品的产业化制造在规模、成本

和质量方面更为复杂。降低成本是产业化应用

时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但在科学研究中往往被

忽略。产业化制造还需要精确的过程控制以确

保产品质量。这在小规模制造中通常是无法实

现的，因为探索性研究主要依赖于反复试错以

及操作人员的经验，而工厂生产的每一步都有

详细的规范和标准操作程序。表 1 列举了不同

应用场景中，柔性电子器件在性能与制备方面

面临的具体挑战。总而言之，柔性电子器件从

实验室到晶圆厂并最终推向市场，在相关材料

的制备方面需要有产业化的发展战略，并确保

生产系统能持续运作。

▼ 制约柔性电子材料规模化应用的瓶颈

应用 举例 性能与制造方面的挑战

可 穿 戴 与 消 费
电子产品

腕带、头饰、智能纺织品、智能鞋类、
可折叠智能手机与平板、电子报刊

传感精度和测量可靠性
机械耐久性（磨损、折叠、拉伸）
耐化学物质（汗水、洗涤剂）
美观、穿戴舒适度（小型化、轻量化、透气性）
低成本    低能耗

皮肤附着设备
电子纹身、用于健康监测 / 疾病诊断 /
治疗的皮肤贴片

传感精度和测量可靠性
柔软度和可延性
极端条件下能温和而牢固地贴合皮肤（游泳、
锻炼）
无线通信和信号处理
自修复    能量供给

机器人与假肢

多传感器集成机器人、社交机器人的电
子皮肤、可动机械部件中的电子元件、
软体机器人、具有感觉反馈的假肢、脑
控机械臂、神经控制假肢

传感器灵敏度和空间分辨率
电子设备读取和控制系统
柔软度和延展性、机械强度
多路复用、细胞特异和长期稳定的神经接口
轻量化、美观
低成本、大面积制造

植 入 式 器 械 和
组织工程

神经 / 脑机接口（光）电子器件、心脏
贴片、与组织 / 细胞融合的电子器件

生物相容性和免疫反应
体内及体外稳定性（包括组织固定）
可生物降解或长期运作（数以十年计）
无线通信    能量供给

物 联 网 中 对 象
集成的器件

建筑集成光伏 / 显示 / 照明器件、飞机
/ 车辆集成传感器、环境与农业传感网
络、食品传感器

低成本    大面积    恶劣环境下的稳定性
长时间运行

以下从设计、材料供应、加工和集成的四

个制造阶段，简要阐述柔性电子材料制造中面

临的技术瓶颈（图 6）。

表 1  各应用场景对新型柔性电子性能与制造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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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在水分、氧气等条件下的降解和结构腐蚀）

对储存条件有严格的要求。针对这些挑战，

目前迫切需要能够在不牺牲材料性能的前提

下，保证其长期稳定性并实现低成本储运的

材料制备方法。

 （3）低成本、高质量的加工工艺

现有的自动化技术（CMOS 和印刷）为柔

性电子器件的制备工艺向批量生产转化提供了

工业化平台。然而为了进一步提高成本效益，

还需要进行持续的工艺创新。无论何种制造平

台，如何提高柔性电子材料层间界面质量，都

是对产品性能和稳定性至关重要的挑战。特别

对于新开发的功能材料和印刷工艺，产品的一

致性和稳定性是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与传统的

刚性电子器件相比，在柔性电子器件上更难实

现物理和电学上稳定的界面。刚性电子器件可

以通过晶格匹配得到高质量的界面，但柔性电

子设备由不同的材料组成，其中一些可能是结

构无序或表面粗糙的材料。此外，使用或加工

过程中的形变也会对界面稳定性造成影响。为

此，需要研究更通用的方法（如粘合剂、大面

积表面功能化处理）和更多材料组合（如纳米 -

有机、纳米 - 金属、有机 - 金属），并改善机

械形变下的电学界面质量（如降低界面阱和界

面散射以保持功函数不变）。成本高、产量低

是 CMOS 柔性电子器件大规模生产的主要障碍。

因为需要增加额外的工艺步骤来实现物理柔性

（基底减薄、刻印等）、超薄脆性零件的精细

处理以及在苛刻加工条件下的结构完整性，导

致了可制造性的下降。减少工艺步骤、降低加

工复杂性的器件结构简化设计是一种可行的解

决方法。

与 CMOS 相比，性能和可靠性是印刷电

子器件的瓶颈。其中，亟需解决的核心问题是

低温下材料的均匀有序组装和长期稳定性。为

了解决第一个问题，应设计针对能量传递和结

晶活化能处理的后处理技术。在不进行后处理

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新的印刷技术与合理的

油墨选择来得到令人满意的性能。比如，共价

有机骨架材料在室温下采用溶液加工时，具有

规则可控的分子排布，这为材料的组装提供了

启发。另一个问题是长期稳定性。除了可以通

过合适的封装来缓解的环境降解外，印刷器件

的性能下降通常源于材料的固有特性，比如加

工过程中的亚稳态和低活化能的结构重排。例

如，异质有机材料（如施主 - 受主半导体）在

均匀混合时能得到最佳的性能和一致性，但在

使用过程中不相溶的组分会逐渐分相以趋向热

力学稳定状态。共价交联结构可以有效缓解这

类问题。

提高印刷电子器件的性能和稳定性需要对

材料性能和器件原理有深入的理解，以及创新

的加工工艺来抑制不良的物理、化学变化。在“工

业 4.0”的背景下，制造业正面临一场智能革命，

柔性电子器件在低成本传感器和自适应软体机

器人技术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作为一项新

 （1）高效筛选和可制造性设计

成功的产品设计（包括材料、工艺和结构）

需要在产品性能和制造成本之间取得平衡。当

前，柔性电子器件在材料和工艺方面的设计面

临多种选择。柔性器件需要考虑各种形状因素，

结构设计也具有高度多样性，如一维纤维、二

维薄膜乃至三维结构等。此外，可延展的柔性

结构设计，如波纹结构、直互联岛桥结构、蛇

形互联岛桥结构、分形互联岛桥结构、折纸结

构和剪纸结构，进一步增加了柔性电子器件结

构的复杂性。由于涉及的参数较多，柔性电子

产品的设计难点在于性能的量化、高效的筛选

和一定的可制造性。性能量化是初步筛选可行

的设计方案的基础，然而测试标准（特别是对

机械形变和新功能的表征）的欠缺，阻碍了柔

性电子器件性能量化的发展。目前，各实验室

采用不同的方法和参数来表征材料和器件性能，

导致行业内部难以进行横向对比并确定最佳性

能指标。

在柔性电子器件的设计中，需要对材料、

结构和工艺之间的联系，以及受此影响的产品

性能和制造成本进行综合性整体评估，导致了

柔性电子器件的设计筛选效率较低。运用计算

机辅助设计（CAD）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需要建立涵盖材料组分、工艺条件和性

能（特别是机械形变引起的性能变化）的综合

数据库。在此基础上，能够根据给定的结构设

计和制造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出器件性能的

参数（反之亦然），从而更高效地选择合适的

材料、结构和工艺。

 （2）规模化、稳定且可加工的新材料

柔性电子器件的制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柔性功能材料。有机材料和纳米材料在该领域

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但其大规模商业化应用

受到合成、储存、运输和加工性能等诸多限制。

纳米材料的合成一直是制约其广泛应用的瓶颈，

大多数纳米材料的质量、均匀性和批次间的一

致性难以达到标准。即使是工艺最为成熟的纳

米材料之一、全球均有大规模生产的石墨烯，

其质量也因生产商和批次而异。模板合成法和

后处理等多步工艺能有效缓解这些问题，微流

控流体化学也可以实现不同组分和形态的纳米

材料在流水线上的可控大批量生产。另一方面，

传统的间歇式化学合成会产生大量废弃物。设

计绿色的合成路线，如生物合成和低成本的废

物利用，能使纳米材料的合成更加经济、环保。

仿效自然合成过程也是高效、绿色、高质量合

成纳米材料的一个方向。

尽管有机、纳米材料溶液的可加工性带来

了低成本的优势，但同时也可能产生储存和运

输问题。当产量远超实验室规模，达到工厂规

模时，大量溶剂的使用可能会带来巨大的运输

成本压力。此外，为了延长保质期或提高溶解

度，通常还会添加表面活性剂等添加剂，并对

功能材料进行表面处理，这两者都会导致沉积

性能的下降。此外，材料的环境敏感性（如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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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电子领域重点研发机构

美国、欧洲、韩国和日本等国家 / 地区在

柔性电子领域技术优势明显，拥有世界级的研

究型大学系统与企业，开展重要的研发活动，

并建设了一批柔性与印刷电子研究中心，以确

保本国 / 地区在新一代可弯曲、可穿戴电子器

件制造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在柔性显示与照明领域，英国伦敦帝国

学院建有塑料电子学中心，研究有机半导体

光电材料及其光电性质，涉及有机 / 聚合物发

光 二 极 管（OLED、PLED） 的 工 艺 开 发、 柔

性显示与照明等领域，该中心现已整合升级

为 可 加 工 电 子 中 心（Centre for Processable 

Electronics）；荷兰应用科学研究机构霍斯特

中心和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在柔性信息显示工

艺，尤其是卷对卷工艺制备大面积柔性 OLED

器件领域成就显著；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柔

性电子与显示中心重点研究全彩 OLED 显示、

电子纸和 X 射线检测器，已实现小面积柔性显

示原型器件的中试量产。

在化学与生物传感器及可穿戴设备等领域，

美国西北大学生物集成电子中心重点围绕仿生

电子器件设计与制造、可穿戴生物医学电子器

件等开展研究，该中心主任 John A. Rogers 院

士是国际知名的柔性电子学专家；美国斯坦福

大学化学工程学院鲍哲南教授专注于柔性薄型

显示器全塑晶体管的新型高性能有机、高分子

半导体材料方面，尤其是人工电子皮肤领域；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和圣地亚哥分校在柔性生物电子及柔性传

感领域也有着显著成果；美国苹果、波音、哈

佛大学等会同“制造业美国”（Manufacturing 

USA）框架下的柔性混合电子制造业创新研究

所，共同致力于开发柔性可穿戴式传感器。

在柔性光伏领域，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电子

与计算机工程系设有柔性电子与能源中心；光

州科学技术学院成立了柔性光电子实验室，重

点关注先进光电子器件系统、多功能纳米光电

电子学和下一代光学医疗体系等。柔性集成技

术是柔性电子实现产业化的关键，这类技术主

要被韩国三星、LG 等大型企业集团所垄断。

▼ 国外主要研究机构

兴技术，柔性电子器件更应与智能制造相结合，

从而实现更高的精度和质量、更快的流程和更

优秀的可定制性。

 （4）系统可靠性与混合集成系统

柔性电子器件最终呈现给消费者的应当是

一个功能完备的系统。由于使用的材料种类繁

多，并且在使用过程中会反复发生机械形变，

因此材料和器件的可靠集成是一项棘手的任务。

柔性混合电子器件结合了刚性芯片的高性能和

柔性器件的良好适应性，是目前最先进、最接

近成熟的柔性电子技术。虽然功能元件之间的

配合也需要大量的工程设计支撑，但混合集成

的主要障碍在于互连和封装。互连的挑战在于

模量（刚度）差异导致的软 - 硬界面或过渡区

的应变集中。外加应变会在物理异质的位置被

放大，这是导致系统故障的常见原因。在多层

柔性印刷电路板的一些工业互连方法中，刚性

金属导线和软弹性体基底的分层仍然是器件可

靠性上的一个瓶颈。为解决此类问题，可通过工

程力学方法来缓解应变集中，例如基底模块化涂

布、嵌入刚性衬底、流体缓冲等。然而，这些方

法难以应用在工业上，也不利于器件的微型化。

封装方面的主要难题在于稳健的系统封装

和力学设计。当需要与人体组织紧密接触（皮

上或植入式系统）、附带液体材料（液态金属、

电解质、缓冲液）或常在恶劣环境中运行（建

筑集成器件、航空航天应用）时，柔性电子器

件的封装要求可能比刚性电子器件更为严格。

从材料的角度上，同时使用传统的刚性封装材

料（如 SiNx、SiOx、SiC）以及柔性聚合物封

装材料（如聚酰亚胺、聚氯代对二甲苯、聚硅

酮），可以将前者优异的阻隔性能以及后者的

柔性和耐久性结合起来。此外，应通过合理的

分子设计来探索综合性能最佳的新型聚合物，

以克服目前的材料对水分和其他蒸汽分子阻隔

性能的不足。当混合系统中不同尺寸和化学性

质的元件被封装在单片中时，传统的平面薄膜

可能无法提供有效的保护。因此需要像传统刚

性电子器件一样进行多层封装，并严格挑选各

组件的封装材料和技术，以及与所有组件均兼

容的单片系统封装材料和技术。除了封装本身

以外，系统级力学设计是柔性封装的另一个重

要主题。封装和基底占据了器件的大部分体积，

它们对器件力学的影响通常大于功能材料。理

想情况下，它们应通过应变分散或减震等方式，

为核心功能元件提供力学保护。因此应对系统

布局（包括封装层数和层间结合强度的协调）

进行周密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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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柔性电子材料与技术面临的问题及
发展建议

尽管我国各高校和企业在柔性电子技术的

材料、器件的研发和工业化生产领域开展了大

量研究并取得突出成绩，但在柔性电子材料领

域，整体水平仍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一定差距。

以柔性显示屏材料为例，主要材料包括 PI 膜、

ITO 导电玻璃 / 纳米银线、有机发光材料等，

其中 PI 膜作为重要基板材料，制造工艺难度大、

定制化难度高，我国 PI 膜材料主要集中在低

端市场，而高端 PI 膜自主研发水平不高，致使

高端 PI 膜市场被美国杜邦有限责任公司、日本

东丽工程株式会社、钟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和

SKC 等欧美、日本厂商垄断。尽管部分 PI 膜产

品在技术指标上已达到国外同类产品先进水平，

但整体国产产品与国外仍存在较大差距。我国

在 ITO 导电玻璃的替代产品纳米银线领域，尽

管有大量研究成果和发明授权，但科研成果的

商业转化率较低，高端纳米银线市场仍然被国

外企业垄断。我国有机发光材料市场也长期被

韩、日、德和美厂商垄断，70% 以上的有机发

光材料依赖进口，柔性显示屏产业链上游环节

的材料市场竞争能力较低。

除关键材料研发整体水平存在差距外，我

国在柔性电子的产业化技术方面也相对滞后。

例如，目前各种柔性显示材料的单一功能已不

难在实验室实现，但在生产中如何进行各类材

料的匹配和兼容仍然存在大量问题。发光材料

与各种功能层材料、阻隔膜、封装薄膜、PI 薄

膜之间的组合，如何保证发光效率，尤其是长

时间弯折后，如何保持良好发光性能，都对生

产工艺提出更高要求，需要各种功能层材料体

系与面板制造装备、生产过程高度匹配，进行

较长时间的实验验证和评估。此外，柔性电子

装备产业的国产化，材料、部件、装备之间的

融合、迭代协同发展，仍然是我国柔性电子产

业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行业创新人才不足，高端创新人才与高技

能职业人才均存在缺口。现有柔性电子相关产

业仍处在技术、设备和高端人才以海外引进为

主阶段，本土高端创新人才资源较少。此外，

柔性电子作为新兴科技产业，对高技能职业技

术人才提出了更高要求，颠覆性技术人才的产

出不足，市场需求与职校人才培养模式不匹配

等问题突出，也是制约我国柔性电子技术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 面临的问题

▼ 国内主要研究机构

当前，国内相当一部分高校兴起建设柔性

研究院的热潮。例如，2017 年 11 月，浙江省

人民政府与清华大学在嘉兴共建浙江清华柔性

电子技术研究院，并成立了浙江省柔性电子制

造业创新中心，涉及柔性材料器件、柔性传感、

柔性显示、柔性光学测量等方向，形成柔性电

子技术体系化发展的格局。此外，柔性电子材

料与器件研究领域较知名的国内研发机构还包

括：南京邮电大学柔性电子（未来技术）研究院、

西北工业大学柔性电子研究院、南京工业大学

柔性电子技术研发中心、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

院 - 厦门柔性电子研究院联合研发中心、南京

信息工程大学先进材料与柔性电子研究院、福

建师范大学海峡柔性电子（未来科技）研究院、

江苏大学智能柔性机械电子研究院、清华大学

柔性电子技术研究中心、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柔性印刷电子技术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柔

性电子研究中心、广东省柔性可穿戴能源与器

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柔性

电子前沿交叉研究中心等。

在化学与生物传感器及可穿戴设备领域，

黄维院士率领的西北工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

和南京邮电大学相关团队在高性能有机光电材

料与器件、大批量制备有机半导体薄膜系统开

发，以及新型高灵敏柔性健康传感器研制等方

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清华大学柔性电子技术

研究中心冯雪教授课题组在柔性显示、柔性传

感、柔性固体器件与健康医疗等方向取得了一

系列重要突破，特别是在生物传感器的研究中，

研发了类皮肤柔性电子生物传感器，实现了医

疗级的血糖监测精度。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

究所、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

分别在在柔性电子快速制备、可穿戴设备开发

等领域取得了一定发展。

在柔性显示领域，我国企业数量较少，

市场集中度高。目前已形成以京东方、深天马、

华星光电、和辉光电、维信诺和柔宇科技等

为主体的竞争格局，其中京东方独占鳌头，

在中国柔性显示屏行业的市场份额占比已达

95% 以上。从制造商地域分布来看，主要集

中在广东地区，其次是北京和上海地区。以

深圳为代表的广东地区聚集了众多高新技术

产业，在柔性显示屏中下游应用领域发展加

快。目前深圳柔性显示屏制造商包括深天马、

华星光电、柔宇科技等。以京东方为代表的

北京地区柔性显示屏企业在行业内已形成了

集开发、制造和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研发

生产水平较高；以和辉光电为代表的上海地

区柔性显示屏企业在手机柔性显示屏领域布

局早，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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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建议

 （1）提高研发支持力度，促进关键核心技术

突破

建议在国家重要科研项目计划中，提升

对柔性电子相关技术的支持力度，围绕我国

柔性电子优势领域，建立高端研发创新平台。

一方面，通过加强基础研究，促进关键共性

技术研究，进一步扩大我国在柔性显示、柔

性生物传感及柔性固体器件等技术领域的创

新优势；另一方面，开发柔性基板材料，研

发蒸镀溅射和化学成膜设备、喷墨打印与封

装等关键装备，提高材料和装备的国产化率，

破解柔性电子产业的核心关键技术问题，突

破国外技术和专利封锁。

 （2）推动产学研合作研发，加快科研成果产

业转化

建议制定柔性电子技术发展路线图，明

确未来重点关键技术和我国技术短板，探索

产学研一体化、系统化联合科技攻关组织模

式。鼓励重点高校、科研院所和重点企业针

对路线图中未来关键技术和短板开展联合攻

关，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改变分散、重复、

浪费式研发生态，合作解决柔性电子领域关

键核心技术和原材料研发问题。

 （3）鼓励公 - 私多渠道投融资，促进行业“三

链”融合

发 挥 政 府 部 门 公 共 资 金 的 投 资 杠 杆 作

用，鼓励私营部门各类投资主体投资柔性电

子行业。引导多部门、多渠道协同投资，有

机融合柔性电子行业创新链、产业链、资金

链，健全完善我国柔性电子产业从上游原材

料到下游行业应用的产业生态结构。

 （4）同时注重高端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及高

技能职业人才队伍培养

调整专业和学科布局，扩大本、硕、博

培养数量和博士后队伍，培养兼具科学素养

与工程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培育柔性电子技

术及应用领域的创新创业人才团队；引导职

业院校与高效、企业、政府之间开展产学研

深度合作，构建科学合理的人才队伍，为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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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柔性电子技术产业人才联盟，加强协同

合作，以产业化为导向，提前规划研发人才、

工程技术人才及职业技能人才联盟方案，提

高人才培养的精准性及协同效应。



20 21

柔性电子材料与技术发展背景与意义透视新材料 柔性电子材料

Lingfeng Zhu, Yancheng Wang, Deqing Mei, et al. Fully Elastomeric Fingerprint-Shaped 

Electronic Skin Based on Tunable Patterned Graphene/Silver Nanocomposites. 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 2020, 12 (28): 31725-31737.

Peng-Fei Cao, Bingrui Li, Tao Hong, et al. Superstretchable, Self-Healing Polymeric 

Elastomers with Tunable Properties.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2018, 28 (22): 

1800741.

Zhiwei Bao, Chuangming Hou, Zhonghui Shen, et al. Negatively Charged Nanosheets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Energy-Storage Capability of Polymer-Based Nanocomposites. 

Advanced Materials, 2020, 32 (25): 1907227.

Yongbiao Wan, Zhiguang Qiu, Jun Huang, et al. Natural Plant Materials as Dielectric Layer 

for Highly Sensitive Flexible Electronic Skin. Small, 2018, 14 (35): 1801657.

Xin Ai, Emrys W. Evans, Shengzhi Dong, et al. Efficient radical-based light-emitting diodes 

with doublet emission. Nature, 2018, 563: 536-540.

Jun-Kyul Song, Min Sung Kim, Seungwon Yoo, et al. Materials and devices for flexible and 

stretchable photodetectors and light-emitting diodes. Nano Research, 2021, 14: 2919-2937.

https://www.chinanews.com/gn/2021/05-12/9475233.shtml

https://www.tmtpost.com/4600758.html

李金霞 , 周畅 . 基于专利分析的柔性电子产业现状及浙江省柔电产业发展对策研究 [J]. 科技通

报 . 2020,(06):110-116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