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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 发光材料的制备及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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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发光二极管(Light Emitting Diodes LED)在日常生活生产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文对发光材料进行了分

类，详细介绍了发光材料研究进展及具体制备方法，并对LED的研究进展、应用情况以及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
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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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光材料（luminescent materials），也可以称为

光材料大多数都是以硅酸盐、铝酸盐、硅铝氮化物等

荧光粉（phosphors），是由基质以及基质中的激活剂

为原料制备而得的 [4]。按照材料的激发方式又可以

共同构成的，可以通过激活剂或者基质来实现能量

分为光致发光材料和电致发光材料。光致发光材料

的吸收，基质晶格也能发生激发能的传递。激发停

是指借助光的激发而发光的发光材料，光可以是紫

止后，发光物质仍然可以发射光，这时候的光称为余

外光、红外光或可见光。电致发光材料是在直流或

辉。通常都将余辉很长的发光材料称为磷光材料，

交流电场作用下，依靠电流和电场的激发而发光的

余辉短的称为荧光材料。以发光的过程来讲，将激

发光材料。有机电致发光器件具有体积小、重量轻、

发能直接（或经过能量传递）转化成发射光的称为

能耗低、寿命长、分辨率高、色彩全、响应面快等优点

荧光，而激发能经过储存后再转化成发射光的称为

[5]

磷光。

流型半导体发光器件，是由透明阳极和金属阴极以

1 发光材料的种类
发光材料的分类有多种，按照材料的属性可以
分为有机发光材料和无机发光材料。有机分子发
光材料很多，主要类型有螺环类、聚对苯乙炔类、聚
烷基芴类

[1-2]

[3]

、聚噻吩类 、聚噻二唑及金属配位类

。有机 LED 就是基于有机电致发光材料的一种电

及夹在两电极之间的有机发光薄膜层组成的，它具
有色彩丰富、效率高、亮度强、寿命长、能耗低、响应
速度快等优点。

2 发光材料的制备
2.1 发光材料的制备进展

等。有机电致发光材料按化合物的分子量可以分为

不管是有机还是无机发光材料，人们不断地从

两大类：小分子发光材料和高分子发光材料。小分

各方面去发掘它们、了解它们，以至于它们的发展越

子发光材料又分为有机小分子化合物和金属有机配

来越迅速，在生产生活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

合物两类。高分子发光材料又可分为共轭型发光化

2.1.1 无机发光材料的制备

合物和非共轭型发光化合物。有机发光材料主要应

近年来，无机发光材料研究主要集中在稀土离

用于荧光类材料和显示器件材料。荧光材料可以用

子（Eu3+、Tb3+、Nd3+ 等）或过渡金属离子掺杂的氧化

于荧光增白剂、荧光染料、荧光颜料、荧光试剂、激光

物、硫化物、铝酸盐、硅酸盐、钒酸盐以及硼酸盐等。

染料，用于荧光分析，跟踪检测，交通标志，核技术中

以加拿大 Kitai 为代表的研究小组分别用 Ga203: Eu、

的闪烁体，太阳能转换技术中的荧光集光器等，在工
业、农业、医学、国防等领域都有广泛应用。 无机发

Zn2Si0.5Ge 4: Mn 和 SrGa2O4: Tm 荧光层得到色纯度很
好的红、绿、蓝三基色光 [6-8]。T.Minami[9] 在多元系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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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物中也得到了高亮度的电致发光，用磁控溅射法，

优良，缺陷少，亮度大，余辉时间长，因此该方法常

选用镓酸盐系材料为基质材料，掺杂稀土离子，以

常用来制备 Eu2+、Dy3+ 掺杂的铝酸盐发光材料的方

ZnGa2O4: Ce 为发光薄膜层制备的 TFEL 器件得到了

法；缺点在于温度高，原料组分不容易混合均匀，所

-2

亮度为 0.5 cd·m 的蓝光发射，以 Ba3(PO4)2: Eu 和

得产品的晶体粗大，经磨细后材料的发光性能又会

Ba3(V04)2: Ti 为发光薄膜层制备的 TFEL 器件，得到

受到影响 [20-23]。

了亮度为 2.0 cd·m-2 的蓝紫光发射 [10]，铥激活的钆

2.2.2 沉淀法

氧化物和钒氧化物薄膜在 470 nm 处有高亮度的蓝
[11]

沉淀法是指在包含一种或多种可溶盐的溶液

。这些研究为氧化物基质薄膜发光器件

中，加入合适的沉淀剂或在一定温度下使溶液发生

的实际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尽管一些新的器件

水解，形成不溶性的氢氧化物、水合氧化物或盐类从

结构和基质材料不断出现，并且取得了非常乐观的

溶液中析出后，经洗涤、热分解或脱水得到氧化物粉

成绩，但无机材料发光的功率效率依然比较低。

料，再在还原气氛一定温度下烧结而成，冷却后即得

2.1.2 有机发光材料的制备

产品。沉淀法使得各组分在溶液状态就已达到混合

光发射

自从 1987 年

[12]

有机 LED 研究工作取得实质

性进展以来，人们对有机发光材料进行了深入研究，
也取得了优异的成绩。1988 年

[13]

在 LED 器件中

引入电子传输材料制备出了多层结构的 LED 器件；
1990 年

[14]

报道了聚苯乙烯的电致发光现象；20 世

纪 90 年代初稀土配合物的电致发光得到了研究，
3+

3+

均匀，从而使坯料颗粒细、活性大、分布均匀，优化了
基质结构降低了反应温度。沉淀法包括共沉淀法和
均相沉淀法。共沉淀法主要是依据组成发光材料的
金属离子来选择合适的沉淀剂，将它作为共沉淀物
而沉淀下来。这样各组分在溶液状态下已经达到混
合均匀的目的，保证掺杂的稀土离子能够进入基质

Eu 配合物为红光材料，Tb 配合物为绿光材料，典

晶格。李晓云等 [24]、袁曦明等 [25]、袁赵欣等 [26] 以及

型稀土配合物有 Eu(DBM)3Bath 和 Tb(AcA)3phen 等。

周传仓等 [27] 都用共沉淀法制备了特定的发光材料。

Kido 等人 [15-16]1990 年就合成了 Eu3+ 和 Tb3+ 的三元

均相沉淀是一种新型制备发光材料的方法，由该方

配合物，替代了二元配合物中金属配合物发光材料。

法制备所得的发光材料具有合成温度低、组成均匀、

李文连等人

[17-18]

合 成 配 体 Eu(DBM)3Bath 并 掺 杂

到 TPD 中，得到的材料最大亮度达到 820 cd·m-2。
Forrest 等人

[19]

将配合物 Eu(TTA)3phen 掺杂在空穴

纯度高、颗粒细等优点 [28]。陈国华等人 [29] 用均相沉
淀的方法合成铝酸锶基质发光粉体，对粉体的形貌
和相组成进行表征，探究了添加硼酸对发光材料的

传输材料 CBP 中，得到了比较好的发光效果。

相组成、激发和发射光谱及长余辉性能的影响。

2.2 发光材料的制备方法

2.2.3 水热法

发光材料的制备方法有很多，根据目标材料的

水热法是高温高压下，在水溶液或蒸汽等流体

性能要求选择恰当的制备方法是很有必要的。下面

中进行有关化学反应的总称，是指在密闭的反应容

详细讲述了几种常见的发光材料的制备方法，除这

器中，以水或其他水溶性液体作为介质，并将其加热

些制备方法外还有悬浮区域法、电弧法、微波合成

到一定的温度，体系内的物质发生化学变化或反应，

法、激光加热提拉法、微乳液法、单晶生长法等。

生成新的物质或新的相。密闭的反应器通常都为反

2.2.1 高温固相烧结法

应釜。具体过程是：将混合物先溶解后，转入高压反

高温固相烧结法首先将高纯度的各种原料进

应釜中，在一定温度和压力下，物质在溶液中进行化

行机械粉磨、混合、预处理，然后再在一定温度下完

学反应，再将样品蒸干进行热处理。水热法的优点

成烧结获得粗品。得到的粗品发光材料还需要进

很多，除了工艺简单、物相均匀、纯度高外，还能实现

行后处理才能够完成整个材料的制备。这些后处

低中温液相控制以及其它手段难以获得的物相和晶

理包括粉碎、选粉、洗粉、包覆、筛选等工艺。发光

体。但是与高温固相反应法相比，水热法制得的材

材料的涂覆性能、抗老化性能等重要性质都严格受

料发光效率低，余辉性能差，结晶质量差，晶粒不易

这些后处理过程的影响，因此，在高温固相烧结法

控制等。吴莉莉等人 [30] 以及邓文雅等人 [31] 都用水

中后处理相当重要。因为制备过程的特点，烧结法

热法制备纳米 ZnO 发光材料并研究了材料的发光

的优缺点也很明显，优点主要表现在微晶晶体质量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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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LED 的发展

2.2.4 溶胶 - 凝胶法
溶胶 - 凝胶法是当前制备各种功能材料和结

20 世纪 60、70 年代就诞生了第一支商用的发

构材料的重要方法，是指金属有机或无机化合物经

光二极管，它是以磷、砷、镓等为原材料合成的化合

过溶胶、凝胶而固化，再经过热处理形成氧化物或其

物半导体材料磷砷化镓，该发光二极管发红光且亮

他固体化合物的方法。它的基本原理就是将金属盐

度较低，以至于未能用于照明领域而只能勉强用于

和无机或有机化合物溶解在水或有机溶剂中形成均

仪器仪表指示灯。后来经过不断地开发、发展、优

匀的溶液，溶液中溶质与溶剂产生水解、醇解或整合

化，发光二极管的性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比如大幅

反应，反应生成物聚集成离子并形成溶胶，经蒸发干

度提高了发光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从而发展为

燥转变成凝胶，再经过干燥、热处理等过程来获得目

照明主流产品。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AlGaAs 的出

的材料。该方法的关键之处在于控制水或者水 - 氢

现，使得 LED 材料的研究有了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氧络合物的水解速率，从而能够制备出在碱性条件

LED 的商业化也加快了步伐。以砷化铝镓为原料

下也能稳定的前驱液。溶胶 - 凝胶法的流程简单，

制成的发红光的发光二极管的发光效率有很大幅

易于操作，合成过程条件要求低，易于实现，还可以

度的提高，亮度也随着增加了很多。LED 照明进入

提高材料的发光效率，但是由于原料中需要用到金

崭新的时代 [40-43] 还要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超高

属，使得生产成本高、周期长，而材料的发光性能并

亮度蓝光 LED 的诞生。蓝光 LED 材料是以 InGaN

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溶胶 - 凝胶法的应用也得

为核心，随后发蓝光和绿光的 InGaN、发黄光和红光

用溶胶 - 凝胶法

的 GaAlInP 两种全新材料的成功研发，使得 LED 的

用溶胶 - 凝胶法制备

光效再次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蓝光 LED 的出现

到了广大研究者的青睐，沈风雷
制备了发光材料，张希艳等
2+

[33]

[32]

3+

袁曦明等 人
SrAl2O4:Eu ，Dy 纳米发光材料，

[34-35]

用

是历史性的进步，使白光 LED 的诞生有了很大的可

溶胶 - 凝胶法制备了长余辉发光材料以及纳米荧光

能性，因为白光可以由红、蓝、绿三色复合而成。到

粉并做了相关研究。

21 世纪初，蓝光 LED、红橙光 LED 的光效性能都有

2.2.5 燃烧法

了很大的发展、提升，这就标志着白光 LED 诞生了，

燃烧法是用金属硝酸盐和有机还原剂的混合

这是照明领域具有划时代的进步。紧接着，高功率、

液，在相对低的温度下进行燃烧，从而发生氧化还原

超亮度 LED 逐渐走向规模化的大生产，使得具有

反应来制备发光材料。在燃烧法制备材料的合成过

高效、节能、环保等特点的白光 LED 正迅速进入汽

程中，当反应物温度达到放热反应所需的点火温度

车、LCD 背光源、数码设备、个埋灯或建筑景观照明

时，会以特定方式被点燃，然后由原料燃烧释放出的

等领域。如今，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关注到了

热量来维持反应系统一直处于高温的状态，从而实

LED 的发展，并提到议事日程上 [44-47]。

现合成过程独自维持下去直至反应结束，最后所得

3.2 LED 的应用

产物即为目标产物 [36]。这种方法没有高温固相反
应中晶粒较大需粉碎研磨的缺点，同时也不需要复
杂的外部加热设备，生产过程渐变，反应迅速，产品
纯度高，发光亮度不易受破坏，节省能源，是一种较
有前途的制备发光材料的方法。王惠琴等 [37]、曾庆
轩等 [38]、周传仓等 [39] 都用燃烧的方法成功制备得到
了长余辉的发光材料。

3 发光二极管（LED）
发光二极管从产生到发展，到广泛的应用都有
着快速的变化。人们日常生活对它的依赖使得它的
发展前景以及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都逐渐成为人
们的关注焦点。

LED 的应用非常广泛，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产中
无处不在。它以尺寸相对较小、正常工作释放能量
较少等优势占据普通照明领域的重要位置；因效率
高、亮度高、重量轻、尺寸小、节能环保、色彩丰富等
优点被用作 LCD 背光源，因此在背光技术领域的应
用有很好的优势；以能耗低、可靠性高、性能稳定安
全，使用寿命长、维修费用低等优点在指示方面和交
通信号灯方面的应用占据独特优势；以优异的对比
度、较高的亮度，以及对动态图像较好的处理能力等
优点使得其应用在大尺寸显示领域成为可能；色彩
鲜明、颜色亮丽的优点使它在对色彩的要求相比于
对光源亮度的要求更高的 景观装饰照明得到青睐；
以其冷光源的特点获得了在汽车照明领域的广阔市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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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除此之外，LED 在其他领域也有相当大的潜在

Technical Papers.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1, 32(1): 424-

市场，比如农业、畜牧业、医疗事业、养殖业、军事通

427.

信业、服饰饰品行业等等。

[9] Minami T. Oxide thin-film electroluminescent devices and

4 展望

[10] Miyata T, Mochizuki Y, Minami T. Blue-violet phosphate

materials[J]. Solid-State Electronics, 2003, 47(12): 2237-2243.
phosphor thin films for EL [J]. Thin solid films, 2006, 496(1):

LED 市场前景非常宽广，相信在未来能够形成
巨大的产业链，但在国内，产业规模的发展尚存许多
不足之处 [48]。例如国内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过于缓

174-178.
[11] Minami T, Utsubo T, Miyata T, et al. PL and EL properties of
Tm-activated vanadium oxide-based phosphor thin films[J].

慢，液晶面板产业的基础相对薄弱而且投资大。目
前国内 LED 的技术水平和国外相比有较大的差距，
相比于日韩等国家，国内的集成电路的技术基础薄
弱，LED 外延技术、工艺技术等的储备时间较长。
而且国内 LED 产业的规模都比较小。国内研发基
地大多集中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而非各大企业，
严
重影响了技术转化的速度，国内核心专利严重缺乏
等都是 LED 产业面临的困难。

Thin Solid Films, 2003, 445(2): 377-381.
[12] Tang C W, VanSlyke S A. Organic electroluminescent diodes
[J].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1987, 51(12): 913-915.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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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LED Light-emitting Materials
SHAO Wen-yao, HE Cai-yun, HU Chao-qun, CHEN Yu-qing

(College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Light emitting diodes was more and more widely used in daily life. In this article, the classification of luminescent material,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preparation method was introduced in detail. Application situation and som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LED were discussed.
Key words：light emitting diodes(LED); organic light-emitting materials; inorganic luminescent material;, phospho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