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 果

◎杨泽璇 岑 盼 本报记者 王 春

关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关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纳米科技纳米科技””重点专项①重点专项①

BREAKTHROUGH

◎本报记者 史 诗

从模糊到清晰，从单色到彩色，从笨重到轻

薄……近几十年来，显示器作为电子设备的重要

输出端不断更新迭代，由最初的阴极射线管显

示、液晶显示、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发展至现在

的柔性薄膜显示，取得了长足进步。

你曾设想过将显示器穿在身上吗？集器件

功能、纺织方法、织物形态于一体，在我们穿的衣

服上浏览咨询、收发讯息、进行事件备忘……这

是研究者近年来着力探寻的方向。

然而，如何将显示功能有效集成到电子织物

中，同时确保织物的柔软、透气导湿、适应复杂形

变等特性，是智能电子织物领域面临的一大难题。

记者获悉，日前，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纳米

科技”重点专项的资助下，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

系教授彭慧胜领衔的研究团队自主研发出全柔

性织物显示系统，相关成果以《大面积显示织物

及其功能集成系统》为题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主刊。

织物显示求索之旅绝不是一条坦途。近十

多年来，彭慧胜带领的研究团队始终致力于智能

高分子纤维与织物研发。

2009 年，团队提出聚丁二炔与取向碳纳米

管复合以制备新型电致变色纤维的研究思路，然

而，电致变色仅在白天可见，晚上则无法被有效

应用，使用时域大打折扣。

2015 年，团队在涂覆方法方面取得突破，成

功解决了共轭高分子活性层在高曲率纤维电极

表面均匀成膜的难题，提出并实现了纤维聚合物

发光电化学池，并通过将其编成织物实现了不同

的发光图案。但此种方法也有局限，经由发光纤

维编织所显示的图案数量非常有限，无法实现平

面显示器中基于发光像素点的可控显示。

如何在柔软且直径仅为几十至几百微米的

纤维上构建可程序化控制的发光点阵列，是困扰

团队甚至这个领域的一大难题。

彭慧胜团队适时转换思路。“在织物编织过

程中，经纬线的交织可以自然地形成类似于显示

器像素阵列的点阵。”以此为灵感，团队着眼于研

制两种功能纤维——负载有发光活性材料的高

分子复合纤维和透明导电的高分子凝胶纤维，通

过两者在编织过程中的经纬交织形成电致发光

单元，并通过有效的电路控制实现新型柔性显示

织物。

“这就是我们用于编织的发光纤维材料。”彭

慧胜拿起一卷缠绕于纺锤上的纤维介绍道。这

些直径不足半毫米的纤维材料，实验案台上还有

多卷，颜色各异，乍一看与生活中的寻常纱线类

似。“而当我们给它们通上电，它们就显示出了独

特一面——会发出明亮的光。”他拿起手边的一

件卫衣，展示其基本功能，卫衣上的复旦大学校

徽由发蓝光的纤维编织而成，接通电源后，蓝色

的校徽图案在室内清晰可辨。

是什么使织物拥有了显示特性？其内在结

构如何？“显示织物内呈现独特的搭接结构，由发

光经线和导电纬线交错而成。”彭慧胜解释道，从

横截面方向看，其中一根为涂覆有发光材料的导

电纱线，另一根透明导电纤维通过编织与其经纬

搭接。施加交流电压后，位于发光纤维上的高分

子复合发光活性层在搭接点区域被电场激发，就

形成了一个个发光“像素点”。

在电场的激发下，电极和发光层凭借物理搭

接即可实现有效发光，该方法可以将发光器件制

备与织物编织过程相统一，利用工业化编织设

备，实现了长 6米、宽 0.25米、含约 50万个发光点

的发光织物，发光点之间最小的间距为 0.8毫米，

能初步满足部分实际应用的分辨率需求。通过

更换发光材料，还可实现多色发光单元，得到多

彩的显示织物。

突破传统，“织物显示”漫漫求索路

成果播报

5责任编辑 翟冬冬

2021 年 8 月 25 日 星期三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比 起 传 统 的 平 板 发 光 器 件 ，发 光 纤 维 直

径 可 在 0.2 毫 米 至 0.5 毫 米 之 间 精 确 调 控 ，奠

定了其超细、超柔的特性。以此为材料一针

一线梭织而成的衣物，可紧贴人体不规则轮

弯折、水洗都不怕，显示均匀且稳定

除显示织物外，彭慧胜团队还基于编织方法实

现了具有光伏织物、储能织物、触摸传感织物与显示

织物的功能集成系统，使融合能量转换与存储、传感

与显示等多功能于一身的织物系统成为可能。该系

统在物联网和人机交互领域，如实时定位、智能通

讯、医疗辅助等方面表现出良好应用前景。

极地科考、地质勘探等野外工作场景中，只

需在衣物上轻点几下，即可实时显示位置信息，

地图导航由“衣”指引；把显示器穿在身上，语言

障碍人群可以此作为高效便捷交流和表达的工

具……这些原本存于想象中的场景，或许在不远

的将来就能走进人们的生活。

从研发思路的推陈出新，到连续制备关键技

术的接连突破，设备的自主设计研发，再到工程

化路线的不断优化……彭慧胜团队已把产品从

实验室里“带了出来”，实现了发光纤维和织物的

连续化稳定制备，致力于推动全柔性显示织物的

规模化应用研究。“我们也期待着产业界的合作

者们加入，共同解决在实际应用中的具体问题。”

彭慧胜说。

多功能集成，表现出良好应用前景

◎洪恒飞 本报记者 江 耘

轻薄轻薄、、柔软又耐磨柔软又耐磨
这个显示器能穿在身上这个显示器能穿在身上

作为中国科学院引进人才，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研究员王勇

在 2018 年刚回国时，也曾感到困惑。“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到底该做些

什么才是有意义的？”这是当时王勇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疑问。

一次偶然的机会，做国外防火涂料产品中国代理的一位老板找到王

勇，详述了企业运营中自己代理的产品被国外垄断带来的烦恼，这种技术

目前在国内还无法实现。王勇马上想到“科研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打破

国外技术垄断，不就很有意义吗？”两人一拍即合，王勇决定以此作为自己

回国后的第一个研究项目。

木材作为一种取材容易、加工简便的结构材料，在古建和仿古建筑、

木屋别墅、高档家具、人造景观等领域应用广阔。而木材的易燃性导致火

灾隐患增加，且高端防火涂料产品长期被国外垄断，因此生产自主研发的

木结构用高端防火涂料产品尤为重要。加之相关研究报告显示，全球木

材防火涂料市场规模正在以复合年均增长率 3.2%的速度增加，王勇下决

心试一试。

万事开头难。一开始，王勇便遇到了很多棘手的问题。这个行业可

查阅的科研资料少之又少，这对于王勇带领的 5人研发团队来讲，是个非

常大的挑战。

“当我们发现模仿复制国外产品这条路行不通时，就立刻转变思路，

下决心自己做。”王勇坦言，当时团队选择的是困难最多的一条路，要建立

自己的工艺和技术，就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在进行一番调研后，王勇发现，目前国内市场上的防火涂料主要还是

针对钢结构的，颜色不透明，装饰性比较差，无法应用于高档的木质结

构。对于想要保留木质本色，同时兼具防火功能的木材加工行业来讲，克

服这个难题无疑是个挑战。

“经过反复研究，团队确定了膨胀型阻燃剂主要由磷、碳、氮三种关键

元素组成。我们将氮源、碳源、磷源进行接枝聚合，通过化学反应生成一

种物质，保证其折射率是一定的，因此透明性非常高。”王勇解释说，一方

面，膨胀型阻燃剂遇火膨胀，它刺激化学反应和膨胀层的体积膨胀，第一

时间阻断火焰对木材的直接燃烧，对木制品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另一方

面，膨胀型阻燃剂在燃烧时没有含卤素的烟雾产生，比较环保。

2020 年 6 月，王勇团队研发的水性透明膨胀防火涂料通过饰面型防

火涂料的国标检验检测，耐燃时间、质量损失等关键指标都要优于国标。

王勇坦言，得知检测结果时团队的兴奋之感至今难忘。

作为从中国科学院实验室孵化出来的项目，如何布局产业化，是王勇

下一步面临的关键问题。前不久，王勇走出实验室，带着项目参加了中科

智汇工场举办的“智汇行动”概念验证创新大赛，收获了各方专家的建议，

这让团队受益匪浅。

据了解，自 2020 年正式启动以来，“智汇行动”概念验证创新大赛聚

焦早期科研项目成长的“前一公里”，累计覆盖研究所 20 多个，重点实验

室十余个，100余位科研人员参与其中，50个项目参与，最终 8个项目获得

立项支持，逐渐形成中国科学院原始创新策源地的“蓄水池”。

防火又环保

木建筑有了国产“隐形衣”

科技日报讯 （记者何亮）供暖是北方地区冬季生活的基本需求，

减排则是时代发展的刚性要求，当二者发生冲突，高效节能技术（相

变储能）或是一种可资借鉴的解决方案。近日，记者在北京嘉洁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展示厅看到，一个由碳纤维发热、相变储热、围护

结构隔热、云平台管控组成的电供暖智慧系统正在进行动态演示。发

热与储热装置安装于地下，墙面与玻璃窗喷涂隔热材料，通过物联网

和移动通信装置与后台服务器连接，形成智慧管控，适用于各类居民

与公共建筑。

该套系统由北京嘉洁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节能技术研究

院、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共同研发完成。北京嘉洁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石松林告诉记者，系统在节能供热方面最大

的特点是，以碳纤维发热线为发热体，在夜间将“谷电”时段的电能转

换成热能储存在相变储能体中，在白天“峰电”时加以利用，实现了

“削峰填谷”的效果。同时，系统采用围护结构隔热技术防止热能向

下传递和户间传递，达到经济节能、清洁功能的目的。

相变储能原理与水冰在 0℃转化是同一个道理，只不过该系统的相

变材料由水和盐类化学物质制成，它的相变转化温度点更高，在 27℃至

29℃范围内进行，可保持近 8 小时恒温态。而且，控制系统通过与通

信技术耦合，将温度、用电功率等监测数据传送至后台服务器，既能

保障用电安全，又能实现控温得当，达到智慧与精准供暖效果。

据了解，与建设传统集中供暖主要投资于热源、城市管网、用户末

端不同，基于相变储能围护结构隔热的碳纤维电供暖智慧系统的建设

投资在于用户末端，其建设成本与前者相当。因符合现代低碳生活方

式需求，在以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浚为专家组组长的成果评价报告上，

专家们建议优化系统工艺，制定行业标准，加快市场推广。

相变储能

化解生活供暖与减排矛盾

利用 3D打印技术、特制胶水等仿造指纹，从

而破解手机、指纹锁……类似的手法早已从银幕

被搬进现实。作为目前使用最广的生物识别技

术，指纹识别正面临攻击花样繁多以及识别率有

待提升这两大挑战。

近日，记者从浙江工业大学获悉，该校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梁荣华教授团队与公安部第

一研究所合作，研发出了新一代手指内部多模态

生物特征采集技术和相应仪器设备，可获得手指

皮肤表面下 1 至 3 毫米深度的信息，采集到包含

内部指纹的高分辨率三维皮下结构信息，既为指

纹识别安全增加防御屏障，也解决了指纹信息采

集效果不佳等痛点。相关研究成果刊登于《IET

图像处理》。

采集三维信息 填补传
统技术漏洞

将手指放在指纹识别处，与之相连的显示屏

随即投映出集内外指纹及汗腺汗孔在内的立体

扫描影像——位于浙江工业大学智能感知与系

统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实验室内，记者看到了团

队研制的新型手部生物特征采集设备样机。

指尖皮肤主要由表皮层和真皮层组成。表

皮层的顶部是角质层，其轮廓提供了外部指纹的

详细表示，而在角质层和活性表皮层之间存在着

活表皮连接区域，该区域的波动可代表人体的指

尖内部指纹。

“指尖内部指纹是外部指纹纹线的来源，不

容易被破坏，可作为外部指纹的补充。”团队成

员、浙江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王海霞

副教授介绍。

“现有指纹采集/识别技术通过光线反射、电

容传感和射频等方式来获取手指表面纹路，对纹

路进行图形化处理，根据纹路特征信息进行对

比，实现身份认证。”王海霞介绍，但是传统方式

采集的指纹只有外部信息，很容易受到诸如灰

尘、汗水、疤痕、伤口等环境的影响，加之随着人

的年龄增长皮肤褶皱增多，导致指纹质量及识别

精度较差。

公安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有 5%的人口其

表皮指纹无法识别。与此同时，指纹识别技术还

面临伪造攻击的干扰，假指纹膜制造成本低廉，

工艺简单，使得指纹识别的安全性大大降低。

2019年 8月，央视《每周质量报告》对指纹智

能锁进行检测，28 个品牌的 32 款智能锁可用假

指纹膜解锁。此外，国外已有科研人员利用电子

产品指纹识别系统的漏洞，借助智能算法尝试研

究“万能指纹”。

“当今社会信息化技术快速发展，信息安全

与人身安全已经成为国家日益关注的焦点问

题。”王海霞表示，单一身体特征或行为特征有时

不足以证明个人身份，团队通过采集包含内部指

纹的高分辨率三维皮下结构信息，运用人工智能

技术对采集数据进行处理，成功获取皮下指纹、

皮下汗腺和汗孔等生物识别特征。

王海霞介绍道，这些手指皮下生物特征的优

势在于复杂的皮肤内部组织结构特征使得其伪

造难度极大，人工伪造的指纹膜只具有表面指纹

纹路，并不具有皮下指纹信息、汗腺等信息，可对

传统指纹识别技术存在的缺陷进行填补。

攻克四项难点 研发智
慧安防利器

“超声波在组织中的衰减较强，还会受噪声

影响，对皮下指纹的探测深度有限且成像分辨率

不高。”王海霞介绍，由于皮下组织结构的复杂

性，光波在其内部经过多次散射，会使得成像中

出现散斑。

记者了解到，研究初期，团队总结了大面积

皮下生物特征信息成像、强散斑干扰下低质量信

息增强、自适应角质层深度差异化提取、跨平台

下多模态特征信息采集这四项技术难点。

通过将棱镜、滤光片、荧光光源、工业相机、光

纤耦合器等器件精心设计组装，团队在全球范围

内首次提出了一种分别利用全内反射（TIR）和光

学相干断层扫描（OCT）同步采集外部指纹和内

部指纹的指纹采集系统，结合了两个完全不同的

光路系统，并使用自制的梯形棱镜将其融合。

值得一提的是，该系统采用小光斑光纤准直

器和长焦透镜保证光学相干层析成像有足够的

面积，采用自制的梯形棱镜组合 TIR 和 OCT 光

路，实现相同的测量面积和同步采集。

“每个人的皮肤角质层厚度不完全一致，团

队为此开发出深度自适应多卷积融合技术，运用

智能算法可根据不同人体组织深度，正确获取皮

下特征。”王海霞解释道。

团队成员、浙江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学院 2020级博士生于洋先后用特制假手指和指

纹膜对样机进行测试欺骗攻击。记者透过显示

器看到，由于没有内部指纹和皮下三维结构数

据，假手指所得成像仅浅浅一层，即有效信息仅

来自其表面的人造指纹。

“在指纹膜极薄的情况下，仪器甚至可以透

过它提取到我本人的真实指纹信息，而指纹膜的

指纹纹路信息与我真实手指的指纹信息是不一

致的。”于洋解释道，相当于内外指纹等皮下结构

信息，都是指纹解锁密码的组成部分，要准确识

别必须用整套密码。

“此前，团队已建有包含百余人的指纹数据

库，准备再将数据容量扩大至千人。”王海霞表

示，下一步，团队将联合企业对设备性能进行持

续验证，同时降低制造成本，助力我国智慧安防

建设。

假指纹蒙混过关、指纹缺失识别困难？

指纹识别新技术可提取皮下3毫米生物信息

显示织物内呈现独特的搭接结构显示织物内呈现独特的搭接结构，，由发光经线和导电纬线交错而成由发光经线和导电纬线交错而成，，在电场在电场
的激发下的激发下，，电极和发光层凭借物理搭接即可实现有效发光电极和发光层凭借物理搭接即可实现有效发光。。 复旦大学供图复旦大学供图

廓，像普通织物一样轻薄透气，确保良好的穿

着舒适度。

伴随着结构上的精细化要求，技术上的难

题也显现出来：如何在如微米级直径的纤维上

连续负载均匀的发光材料涂层，构建得到发光

强度高度一致的像素点阵？

彭慧胜团队提出了“限域涂覆”的制备路

线，采用柔韧的高分子材料作为发光浆料基

体，将其均一可控地负载在纤维基底上，即“让

浸渍有发光浆料的纤维通过一个定制的微孔，

使不平整的浆料涂层变得平滑，同时有效控制

纤维的直径”。在此基础上，通过多次涂覆，提

升纤维圆周方向的发光层厚度均匀性，涂覆固

化后得到了能抵御外界摩擦、反复弯折的发光

功能层。

现实的应用要求也接踵而至。团队研究发

现，具有高曲率表面的纤维相互接触时，在接触区

域会形成不均匀的电场分布，这样的电场不利于器

件在变形过程中稳定工作。而在现实生活中，穿在

身上的衣服难免会有磕磕碰碰，也需日常清洗。如

何能使显示织物适应外界环境的改变，乃至抵御住

反复摩擦、弯折、拉伸等外在作用力，保证发光的稳

定性？

团队在导电纤维纬线的力学性能方面下足

了功夫，通过熔融挤出方法制备了一种高弹性的

透明高分子导电纤维。在编织过程中，该纤维由

于线张力的作用，与发光纤维接触的区域发生弹

性形变，并被织物交织的互锁结构所固定。“通过

对高分子导电纤维的模量调控，使其在与发光经

线交织时发生自适应弹性形变，形成稳定接触界

面，并使得在纤维曲面上形成了类似平面的电场

分布，从而确保了织物中‘像素点’的均匀稳定发

光。”彭慧胜说。

实验结果表明，在两根纤维发生相对滑移、

旋转、弯曲的情况下，交织发光点亮度变动范

围仍控制在 5%以内，显示织物在对折、拉伸、按

压循环变形条件下亦能保持亮度稳定，可耐受

上百次的洗衣机洗涤。

编者按 纳米科技是 21 世纪最重要的前沿科技领域之一，
对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起到引领作用，对信息、生物、医药、能
源、环境、航空航天及国家安全等领域都有着重要影响。为全面
提升我国纳米科技的创新能力，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设立了“纳米
科技”重点专项，目前该项目已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本报今起推出系列报道，聚焦这些重要、优秀成果，展现其
攻关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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