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然科学奖公示表 

项目名称 新型有机发光材料的设计合成及其力刺激发光响应机制研究 

提名单位 中山大学 

项目简介（限 1200 字） 

力刺激响应有机发光材料是指在外力作用下，有机发光材料的发光强度或发光颜色

发生明显改变的一类智能材料，这类材料在商标防伪、信息存储、应力传感和发光器件

等领域具有重要的潜在应用。然而之前这类材料在分子设计上几乎无规律可循，种类和

数量都非常稀少，人们对于它们结构与性能之间关系与规律的了解都非常有限，大大限

制了这类智能材料的应用进展。本项目针对上述重大科学问题开展原创性研究，主要发

现及创新点如下： 

1）以三苯乙烯为主要核心基元，构筑了一类新型高发光性能的聚集诱导发光(AIE)

材料，并发现了它们的力刺激发光响应现象。 

2）发现了力刺激发光变色是 AIE 材料的共性问题，对 AIE 材料力刺激发光响应机

理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提出了 AIE 材料基于分子构象平面化的力刺激发光变色机理。

3）在上述研究基础上，通过分子设计，开发出基于荧光-磷光双发射、荧光-热激

活延迟荧光(TADF)双发射、荧光-长余辉双发射、力刺激荧光-磷光双发射直接发光等新

型力刺激发光响应 AIE 材料，把 AIE 材料的力刺激发光响应从单发射拓展到双发射。

本项目的科学价值在于：发现了 AIE 材料的力刺激发光响应共性问题，首先提出了

力刺激发光变色聚集诱导发光(PAIE)材料的概念，把力刺激发光响应从荧光单发射拓展

到多种类型双发射 AIE 材料，不但实现了多重响应提高了响应的级别，而且克服了单发

射的力刺激发光响应 AIE 材料受力刺激作用前后，发光波长的变化不是很显著导致观察

的灵敏度和响应信号的输出不够理想的问题。本项目研究在实质上解决了力刺激发光响

应智能材料稀少的问题，为力刺激发光响应智能材料在商标防伪、信息存储、应力传感

和发光器件等领域中的应用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客观评价 

    基于本项目研究工作，成果完成人在 Chem Soc Rev、Angew Chem Int Ed、Chem Sci、

Org Lett、Chem Commun、J Mater Chem 等国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 SCI 论文 43 篇，

他引达 3100 余次，从 2008 年的年引用几十次增长到目前的年引用上千次。其中 8篇代

表性论文他引 1400 余次。目前有 11 篇论文进入 ESI 高被引用论文。基于三苯乙烯的新

型聚集诱导发光材料被美国化学会的 Noteworthy Chemistry 作为研究亮点进行了报道。

单分子白光双发射研究被 Wiley 的 ChemistryView 作为研究亮点进行了报道。基于本

项目研究工作，应邀为著名综述期刊 Chem Soc Rev 撰写了 2篇综述；主编英文专著 1

部，参编英文专著 2 部；申请专利 22 件，授权专利 10 件。成果完成人也因此在国内

国际学术会议做了多次邀请报告。培养博士和硕士毕业生近 40 名。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 1   姓名 池振

国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教授 



完成人 完成单位 中山大学 工作单位 中山大学 

对本项目贡献：对发现点 1-3 做出重要贡献，是代表作 1-8 的通讯作者之一 

第  2  

完成人 

姓名 许家

瑞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教授 

完成单位 中山大学 工作单位 中山大学 

对本项目贡献：对发现点 1-3 做出重要贡献，是代表作 1、3-5、7 和 8 的通讯

作者之一 

第 3   

完成人 

姓名 张艺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教授 

完成单位 中山大学 工作单位 中山大学 

对本项目贡献：对发现点 1-3 做出重要贡献，是代表作 1-4 的通讯作者之一 

第 4   

完成人 

姓名 杨志

涌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副教授 

完成单位 中山大学 工作单位 中山大学 

对本项目贡献：对发现点 1和 3做出重要贡献，是代表作 3和 8的第一作者或

共同第一作者 

第  5  

完成人 

姓名 刘四

委 

行政职务  技术职称 副教授 

完成单位 中山大学 工作单位 中山大学 

对本项目贡献：对发现点 1-3 做出重要贡献，是代表作 1-8 的作者之一 

代表性论文专著目录（不超过 8 篇） 

序

号 
论文专著名称 刊名 

发表

时间

通讯作者

（含共

同） 

第一作者

（含共

同） 

论文署名单

位是否包含

国外单位 

1 An organic molecule 
with asymmetric 
structure exhibiting 
aggregation-induced 
emission, delayed 
fluorescence, and 
mechanoluminescenc  

Angew. 
Chem. Int. 
Ed., 2015, 
54, 874 –878

2014.

12.2 

池振国、

张艺、许

家瑞 

许适当、

刘婷婷 

否 

2 White-light emission 
strategy of single 
organic compound 
with aggregation- 
induced emission and 
delayed fluorescence 
properties.  

Angew. 
Chem. Int. 
Ed., 2015, 
54, 
7181–7184 

2015.

4.29 

张艺、池

振国 

谢宗良、

陈承建 

否 

3 Linearly tunable 
emission colors 
obtained from a 

 Angew. 
Chem. Int. 
Ed., 2015, 

2015.

4.7 

张艺、池

振国、许

家瑞 

毛竹、杨

志涌 

否 



fluorescent-phosphore
scent dual-emission 
compound by 
mechanical stimuli. 

54, 
6270–6273. 

4 Very bright 
mechanoluminescence 
and remarkable 
mechanochromism 
using a 
tetraphenylethene 
derivative with 
aggregation-induced 
emission.  

Chem. 
Sci., 2015, 6, 
3236–3241. 

2015.

3.18 

张艺、池

振国、许

家瑞 

许炳佳、

何家骏 

否 

5 Recent advances in 
organic 
mechanofluorochromi
c materials.  

Chem. Soc. 
Rev., 2012, 
41, 
3878-3896. 

2012.

3.26 

池振国、

许家瑞 

池振国 否 

6 End-group effects of 
piezofluorochromic 
aggregation-induced 
enhanced emission 
compounds containing 
distyrylanthracene. 

 J. Mater. 
Chem., 2012, 
22, 
18505-18513

2012.

7.20 

池振国 张锡奇 否 

7 New thermally stable 
piezofluorochromic 
aggregation-induced 
emission compounds.  

Org. 
Lett., 2011, 1
3, 556-559 

2011.

1.20 

池振国、

许家瑞 

李海银 否 

8 Triphenylethylene 
carbazole derivatives 
as a new class of AIE 
materials with strong 
blue light emission 
and high glass 
transition 
temperature.  

J. Mater. 
Chem., 2009, 
19, 
5541-5546 

2009.

6.19 

池振国、

许家瑞 

杨志涌 否 

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完成人是同一课题组成员，从 2008 年开始一起从事本项目相关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