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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纳米发光材料的科研和应用日益受重
视。纳米发光材料兴起于量子点。量子点是一种无
机纳米材料，其发光颜色可简单地通过尺寸调控。
量子点越大，发光颜色越红移。但量子点毒性大、
种类有限，常需用紫外光激发。随着纳米技术的发
展，上转换点登场。用长波激发，上转换点可在短
波处发光，由此可避免紫外光激发所产生的生物毒
性。但上转换点多为稀土金属材料，稀少而昂贵。

与无机材料相比较，有机纳米发光材料具有种
类多、加工易、毒性小等优势。聚合物点就是一种
有机纳米发光材料。塑料就是一种聚合物，如果塑
料可以发光，人们将不会再为手机显示屏摔破而心
痛。但聚合物点和其它有机发光材料一样，常呈现
聚集导致发光淬灭效应，即在单分子态发光，在聚
集态发光减弱甚至不发光。本世纪初，我国科学家
发现了一种与聚集导致发光淬灭完全相反的光物理
体系：分子在稀溶液中几乎不发光，而在聚集状闪
闪发光。因发光由聚集而引起，这种发光过程被称
为聚集诱导发光 （简称“AIE”）。AIE 纳米粒子简
称为 AIE 点，具有很多显著优势，如种类多、可设

计性强、加工性能好、生物相容性高、可用于大面
积柔性显示屏制备等。

目前，全人类在能源、环境和健康等领域面临
巨大挑战，高效纳米发光材料有助于解决这些挑战
所带来的问题。在能源方面，面对能源匮乏，各国
都在寻找节能材料。用AIE材料制备的有机发光二
极管的外量子效率可高达20%，远高于“传统”有
机发光二极管器件的效率 （最高约5%）。高效率带
来低能耗，用AIE材料制备的有机发光二极管器件
因而有着光明的应用前景。在环境保护领域，尤其
是水污染监测治理方面，AIE亦有用武之地。利用
水溶性AIE材料，可轻易地将痕量污染物特异性地

“揪出示众”。在健康领域，AIE探针可高效识别癌
细胞或恶性肿瘤，帮助医生准确地切除肿瘤组织。

中国科学家将在这场纳米光学革命中大展拳
脚。为了在这场竞争中拔得头筹，我们必须培养创
新型人才、从事引领性研究。年轻科学家必须知晓
化学、物理、数学、药学、光电、信息、计算机、
生命科学、生物工程等多学科知识，了解交叉学科
领域的新进展，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学会批
判性思维，注重创新性研究。

在纳米光学研究领域，中国科学家起初是跟着
别人跑，而现在我国的研究水平与国际基本持平，
在某些领域甚至已经处于“领跑”地位。我国有着
无比广阔的舞台，无比强大的前进动力，科学研究
发展迅猛，进展惊人。随着纳米光学革命的发展，
我国科技水平将量子跳跃式上升，为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做出巨大贡献。

（作者为高分子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英
国皇家化学会会士。凭借在“聚集诱导发光”领域
的开创性贡献，其领衔的团队获得2017年国家自
然科学奖一等奖）

颠覆一个甲子传统认识
开创全新方向和领域

“聚集诱导发光”这个科学词汇本身就
是中国科技的骄傲，因为它是由中国科学
家在国际上提出和定义的，是他们开创的

“年轻”领域。
大约 17年前，唐本忠和他的学生在实

验中，意外发现了一种一类有机分子在溶
液中不发光，而聚集后显出发光的特性。
这一发现恰恰与当时科学界所熟知约 60载
的“聚集猝灭发光”现象截然相反。“聚集
猝灭发光”由德国科学家发现，即发光分
子在稀溶液中可高效发光，但在浓溶液中
或聚集态下，发光能力大大减弱甚至消失。

由于发光材料通常在聚集态或者固态
下使用，所以“聚集猝灭发光”成为其应
用遭遇的一大瓶颈，科学家苦苦寻找突破
的方法却收获有限。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唐本忠带领团队大胆摆脱了当时主导认识
的束缚，重复印证了与传统截然相反的新
发现的现象，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聚集诱
导发光”概念，从而为人类寻找和制备发
光材料，开创了全新的方向和领域。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唐本忠及其团队
不满足于仅仅提出新的方向和领域，而是
接着通过大量实验验证和理论模拟，发现
和阐明了“聚集诱导发光”和“聚集猝灭
发光”背后的机理，在此基础上，开发出
覆盖整个可见光波长范围的“聚集诱导发
光”材料体系。

觅得稳定可控光源
基础材料带来宽领域突破

开发“聚集诱导发光”材料体系的价
值在于增强了人类对“光”的研究和利
用，而研究和利用光首先要解决如何获取
稳定可控光源的问题。唐本忠指出，人类
获取光源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生物
型光源，以萤火虫、水母等为代表，其利
用自身内部的物理或化学变化过程，将生
物能转换为光能；第二，热致型光源，以
太阳和篝火等为主，主要是利用燃烧等过
程产生的热量，将热能转换为光能，这是
千百年来人类获取光的最主要方式；第
三，激发型光源，多以光、电为能量输入
形式，将发光体分子提升至高能量态，将

富集的能量释放，从而实现到光能的转
化。激发型光源由于应用广、品种多，已
逐渐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中获取光的重要
途径，而“聚集诱导发光”材料是获取激
发型光源的重要基础之一。

唐本忠指出，“聚集诱导发光”材料最
显著的优势是其在聚集态下的髙效发光，
而聚集态恰好是发光材料在实际应用中最
为常见的形式。如，OLED 中的发光材料
在柔性显示和照明领域的应用前景几乎完
全依赖于其发光层薄膜的光学性质。生命
体系和自然环境多以水为介质，而有机荧
光分子大都具有疏水特性，即有机荧光分
子在水里通常会聚成一团，导致传统染料
在固态或聚集态应用时效率大大降低。“聚
集诱导发光”材料分子却可以在特定的底
物诱导下形成聚集体，荧光效率出现显著
的增加甚至由暗到突跃，从而实现对刺激
源的定性分析和定量检测，使髙品质的活
体成像和高灵敏度的在线传感监测变得更
加容易。

对“聚集诱导发光”材料应用现状，
唐本忠介绍说，经过约 17 年的发展，“聚
集诱导发光”材料的优异性能使其在众多
发光材料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比如在光
电、生物和医疗等方面。唐本忠在2017年
7 月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特别强调“聚集
诱导发光”材料在生物成像领域中的应
用。他表示，2008年和2012年的诺贝尔化
学奖都授予了从事发光材料在生物成像领
域应用的科学家，但是，目前使用的商业
化荧光探针价格高且性能不稳定，而“聚
集诱导发光”材料制作的探针具有制备成
本低、用量灵活度大、光稳定性高、长效
追踪效果好等优势，将会替代前者。

带来国际研究爆发式增长
未来机遇与挑战并存

“今天，我们讨论聚集不能不提‘聚集
诱导发光’。自从唐本忠团队的原始工作发
表以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研究领域经
历了爆炸式的发展。”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
化学系教授贝琳达·海涅的此番评述彰显了
唐本忠团队和“聚集诱导发光”对国际科
学界的贡献。

作为中国科学家原创的概念“品牌”，
“聚集诱导发光”及其材料已经在光电器

件、化学传感、生物检测与成像等领域展
现了巨大潜质，在国际科学界产生了巨大
反响，众多研究者纷纷加入其中。据唐本
忠介绍，从“聚集诱导发光”概念的提出
到现在，全世界已经有 80余个国家和地区
超过 1500 个国际团队进人该领域，截至
2017 年 7 月，总引用次数超过 10 万次，近
两年每年新增的 SCI 级“聚集诱导发光”
论文超过 1000 篇。“聚集诱导发光”相关
研究也被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和全球科研
评估权威网站汤森路透联合发布的 《2015
研究前沿》 评为化学和材料领域前十项研
究前沿的第二位，且为重点热点研究领
域。2016年，“聚集诱导发光”材料及相关
研究先后被英国 《自然》、美国 《纽约时
报》 等杂志和媒体进行重点报道。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在 《自然》 发表的 《纳米光
革命正在来临》 的科学新闻深度分析长文
中，“聚集诱导发光”纳米材料被列为支撑
即将来临的纳米光革命的四大纳米材料体
系之一。

对取得的成就，唐本忠作为一名中国
科学家当然有发自内心的自豪感。他说：

“我们在发光领域能发现新的现象、提出新
的概念，并且由此开拓了一个由我们中国
科学家引领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作为科
学家，我的确有一种很大的满足。”同时，
唐本忠也清醒地认识到，滚滚大浪中机遇
与挑战并存。如何维持我们在原始创新领
域的领跑地位？如何把握住创新创业的契
机，使“聚集诱导发光”切实地为全人类
造福？这些问题都需要科研工作者认真思
考、开拓进取、砥砺前行。

本报电 日前，阿里巴巴集团发
布 《2017 年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
年 度 报 告》（以 下 简 称 《打 假 年
报》）。根据该 《打假年报》 披露的
信息，目前，阿里在假货防控上运
用商品大脑、图像识别算法、生物
实人认证、假货甄别模型、语义识
别算法、商品知识库、实时拦截体
系、大数据抽检模型、政企数据协
同平台 9 大“黑科技”，对平台上近
20 亿商品进行识别，使假货识别与
拦截能力大幅提高。

24 万个淘宝疑似侵权店铺被关
闭；主动删除的疑似侵权链接中，97%
一上线即被封杀；在与阿里合作权利
人数目增长17%的背景下，整体知识产
权投诉量下降 42%……一连串数据表
明，在已转化为打假巨大推动力的数
据技术的助力下，执法机关、品牌权

利人、消费者等共同参与，有力地遏
制了网络售假行为。

另 据 《打 假 年 报》 显 示 ， 截 至
2017 年底，阿里打假特战队已与全国
23 个省执法机关开展线下打假合作，
利用数据技术优势，累计向全国执法
机关推送涉假线索 1910 条，涉案金额
约43亿元。

报告同时指出：尽管阿里在网络
假货治理方面取得历史性突破，但线
下假货源头并未根除。制售假分子在
阿里巴巴的严厉打击下，呈现跨国境
尤其是向微商及其他各类平台流窜销
售的特点。

据悉，2017 年 12 月底，公安部针
对各地屡打不绝的地域性造假“顽
疾”，部署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打击侵
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春雷行动”。

（赵晓霞）

中国引领世界纳米光学革命
——解读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奖项目“聚集诱导发光”

本报记者 张保淑

近日，中科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学
教授唐本忠领衔的团队，凭借“聚集诱
导发光”项目摘得中国自然科学领域
最高奖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对于很多人来说，“聚集诱导发
光”无疑是颇为“艰涩难懂”的科学词
汇。其内涵究竟是什么？唐本忠及其
领衔的科研团队在此方面做了哪些工
作？他们取得了哪些重大突破？与国
际同行相比，中国在此领域的发展水
平如何？该领域的进步在哪些方面造
福人类？人们急于了解这些问题的答
案。

拔得头筹
领跑世界

唐本忠

““聚集诱导发光聚集诱导发光””是指一是指一
类溶液中不发光或者发光微类溶液中不发光或者发光微
弱的分子聚集后发光显著增弱的分子聚集后发光显著增
强的现象强的现象。。其在诸多领域有其在诸多领域有
极其广泛的应用前景极其广泛的应用前景。。

阿里九大“黑科技”助力打假 1 月 11 日 ， 江
苏大学志愿者来到
镇江市丹徒区世业
实 验 学 校 ， 开 展

“ 留 守 儿 童 快 乐 学
科普”活动。他们
通过自己研发制作
的扫地机器人、风
力制造器、智能小
车、水循环处理器
等，为结对帮扶的
留守儿童演示讲解
各种科普作品的功
能，指导孩子们在
操作体验中感受科
技的魅力。

图为志愿者与
留守儿童一起操作
智能小车。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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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屏制造是柔性屏制造是““聚集诱导发光聚集诱导发光””可能可能
的重要应用领域之一的重要应用领域之一 （（百度网百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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