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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 

面向太阳能利用的高性能光电材料和器件的结构设计与性能调控 

 

二、项目简介 

本项目属于新材料领域，无机非金属材料学科。研究聚焦高性能光电材料和器件的结构设

计与性能调控，突破光电材料的宽太阳光谱吸收、高载流子分离迁移的科学难点。项目提出协

同互为制约的多种物理量的创新思想，设计制备出优于文献报道的宽光谱吸收、高载流子迁

移、及兼具高透光和高电导的新型光电材料，发展了铜铟镓硒太阳电池制备新方法并实现成果

转化，具体包括： 

(1) 多功能化合物设计的新概念。合成了导电性能为报道最优的p型透明导体，结合相关体

系结构-性能关系研究，凝练出针对复杂多元化合物结构设计的原子基团“相似相聚”规律、功能

设计的结构功能区和堆积致密因子的设计思想，并基于此开展了面向调控相互制约物理性能的

新型光电材料的理性设计与系统制备，获得了引起关注的系列高性能光电材料，117种新化合

物被《皮尔逊手册》收录。堆积因子被同行称为“普适模型”。 

(2) 光电材料结构的新复合设计。提出了<n型半导体1|半金属界面|n型半导体2>的高效半导

体复合结构模型，结合堆积因子的设计思想提供了半导体的优选方案，构建利于光生载流子分

离迁移的内置电场，显著提高太阳能利用率；基于热力学原理的调控，巧妙地制备出吸光率为

88%的具有<结晶核@非晶壳>结构的黑色氧化钛，成功解决了氧化钛高浓度阴离子掺杂的科学

难题，被《德国化学评论》专评“黑钛: 黑色是新的白色”。 

(3) 多元材料体系的新制备设计。结合化合物结构的原子基团“相似相聚”规律，提出了通

过选取热力学自由能较高但结构基团中具有内禀“相似相聚”特征的亚稳材料为初始态实现多元

复杂体系可控制备的思路，实现了具有宽光谱响应特性的成分连续可调的铜铟镓硒光电转换薄

膜的低温快速制备；拓展应用表明，该方法具有一定普适性，被《自然》亚洲子刊以“Keep it 

cool”为题专评。 

(4) 薄膜太阳电池的新制备方法。围绕铜铟镓硒太阳电池的低成本化, 提出了制备高铟利

用率的铜铟镓硒的液相梯度涂敷、可见光高透过的无铟ZnO:Al室温两步溅射和功函数匹配的高

迁移率石墨烯薄膜电子结构调控的新方法，薄膜性能均优于同类报道；铜铟镓硒薄膜电池的非

真空集成制备取得突破，权威检测效率16.6%，为报道亚洲最高、世界第二；成功用于光伏电

站，顺利运行3年；形成具有自主产权的专利群 (共30项, 国外8项)，国际专利PCT创新评价全

A。 

本项目的8篇代表性论文发表在Adv. Mater.、J. Am. Chem. Soc.等国际著名期刊，篇均15.847，

他引1505次，5篇超过百次，单篇最高539次；5篇入选ESI高被引论文；论文被引用期刊



数>100、作者数>400、国家/地区数>30，海外引用占67%。9篇论文被国际著名机构评为Most 

Cited Award、Hot Article、Very Important Paper、Key Scientific等，2篇获专文评述。专利申请84项，

授权56项。 

 

三、客观评价 

本项目聚焦于新型光电材料与薄膜太阳电池研究。8篇代表性论文发表在Adv. Mater., 

J. Am. Chem. Soc., Energy Environ. Sci.等国际著名期刊上，篇均影响因子15.847，他引1505次，

单篇最高他引539次，5篇他引超百次，6篇入选ESI高被引论文。获授权发明专利56项（国

外2项）。 

发现点一：多功能化合物设计的新概念（代表引文1-3）。 

项目组利用原创的“结构-功能区”概念发现了 136 种光电化合物晶体结构和 33 种结

构类型，其中 105 种化合物已被《无机化学晶体结构数据库》所收录，117 种被《Pearson’s 

Handbook》所收录。项目组提出的衡量结构空旷度的堆积因子模型已被 70 组体系 150 个

光电转换材料所验证。5 篇论文他引>100 次，单篇最高已达 539 次，被 Chemical Engineering 

Elsevier 授予 most cited award 荣誉；“结构-功能区”的相关工作被英国皇家化学会评选为“hot 

article”和《德国应用化学》以 Spotlights 的形式专题点评。 

项目组发现的首个窄带隙铁电光伏化合物 KBiFe2O5，著名材料学家、美国宾夕法尼

亚大学 Andrew Rappe 教授在其发表于《Nature》的文章“Perovskite oxides for visible light-

absorbing ferroelectric and photovoltaic materials”评论为“ferroelectric non-perovskite KBiFe2O5 with a 

bandgap of 1.6 eV”，本项目发现 KBiFe2O5 的光生电流(15 mA/cm2)远优于其报道 K1-xBaxNix/2Nb1-

x/2O3-δ（40 nA/cm2）。 

基于结构功能区发现的新型 p 型透明导电材料，爱尔兰材料物理学家 Watson 教授

在其论文中 10 处大段引用，并指出“具有最高的空穴迁移率”。国际著名的光电材料学家

Andreu Cabot 教授认可本项目从 p 型透明导体的结构功能区拓展研究非铟光伏材料热电

特性，指出“Cu2MSnQ4 表现出良好的热电性能……调控材料的结构（导电和绝缘结构功

能区）是优化功能特性的基础”（CZTS shows promising thermoelectric properties……control of 

the materials composition has also been shown to be fundamental for optimization of its functional 

properties（代表引文 1）。 

光电材料学家 J. Coronado 教授在综述文章中用单独章节评论本项目发现的铋卤氧化

物，并肯定 BiOCl 高性能归功于本项目提出的“Bi 电子构型导致高电子迁移率”（The high 

photocatalytic activity of BiOCl is thought to come from the delocalization of the conduction band minimum, 

mainly composed of Bi 6p orbitals, that may confer high mobility to the photogenerated charges.”（代表

引文 2）。 

低堆积因子的 Nb 掺杂 TiO2 的研究，德国知名化学家 Thomas Bein 教授在 ACS Nano 论

文中指出“黄等报道的 Nb 掺杂 TiO2 更高的导电性增加光伏特性”（Huang et al. reported that 

higher conductivity of a TiO2 electrode by Nb doping leads to enhanced photovoltaic performance.）并

评论说“迄今为止，黄等的高性能 Nb 掺杂 TiO2 纳米材料研究是唯一的文献报道”（代表引

文 3）。谢毅院士采用堆积因子 PF 公式，评估电子-空穴分离迁移能力，成功解释了 MoO3



的光致和电致变色的原因，并指出“The concept of crystal packing factor (PF) won acceptance as 

a universal model”（堆积因子的概念已被认为是一种普适通用的模型，7 处引用）。 

发现点二：光电材料结构的新复合设计（代表引文4, 5）。 

项目组原创的铝还原制备黑色氧化钛及太阳能高效利用的工作被《Chemistry Views》

以题名为“Titania: Balck is the New White”的专题评论，第一完成人受邀在 Chem. Soc. Rev.、

Adv. Energy Mater.等期刊上撰写综述性论文 3 篇。宏量制备的黑色氧化钛获国际同行肯定，

已有多家国际研究机构（加拿大、沙特、香港等）购买公斤级的黑色氧化钛。项目研制

的新型高效光催化技术转移给一家企业，实现成果转化。 

光电氧化物领域的知名华人学者 Xiaobo Chen 教授在 Chem. Rev.、J. Mater. Chem. A 中

图文并茂地引用本项目的 4 篇论文，着重阐述本项目提出的黑色氧化钛形成机制、宽光

谱吸收原理和优异光催化性能。在他的 Chem. Rev.中认同宽光谱吸收归因于来自非晶层

中高载流子浓度的表面等离子体增强效应“The large absorption was attributed to the localized 

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from the high carrier concentration in the amorphorized shell”(代表引文 4)。

复旦大学赵东元院士、著名光电材料学家 Pillai 和 Dionysiou 在 J. Am. Chem. Soc. 、J. Phys. 

Chem. Lett.等论文中拓展了本项目的黑色氧化钛工作，充分肯定并大篇幅引用。 

基于高效半导体复合结构模型，设计出 Bi2O3/BaTiO3、SnO2/SrNb2O6 等多种高效复合半

导体光催化材料，系列研究获得同行大量引用，如著名材料学家、光催化先驱者 Fujishima

教授在其综述性论文中指出“Useful and interesting properties derived from their unique structures”

（复合材料的有用且有趣的特性来源于其独一无二的结构）（代表引文 5）；光催化专

家邹志刚院士认同复合体系具有电输运特性的键合界面 “the suitably matching band level of 

conduction and valance bands, which offer the driving forces to separate and transfer photogenerated 

electron–hole pairs.”。 

发现点三：多元材料体系的新制备设计（代表性引文6）。 

多元化合物低温快速制备的化学设计思路和制备方法成功应用于制备铜铟镓硒薄膜、

p 型透明导体和铁基超导材料。采用富铜相和贫铜相等“亚稳”原料产生类似自蔓延的

定向反应，被 NPG Asia Materials 以题为“Keep it cool”的专文详细报道，评述说“中科院的黄

富强和他的团队在上海发展了一种以目前的最低反应温度快速制备氧砷化合物的方法；

基于此，结构控制和成本节约提供了未来规模生产的标准”（the researchers were able to 

produce high-quality superconducting crystals under much milder conditions.）。 

著名光电材料学家吴以成院士和中科院姚吉勇研究员将复杂化合物快速低温快速制

备的方法拓展其光学材料体系 Ba3GaS4X (X = Cl, Br), Ba3MSe4Cl (M = Ga, In)和 Ba7In2Se6F8 材

料的低温快速制备（代表引文 6）。 

发现点四 ：铜铟镓硒太阳电池的新技术（代表引文7-8，国际专利评价及权威效率检测

报告）。 

项目组将功函数匹配的 n 型和 p 型石墨烯分别用作薄膜太阳电池的透明电极和背电

极，被 J. Mater. Chem.点评为 HOT Article，多次被 Chem. Rev., Adv. Mater.等著名期刊大段引

用。印度著名材料学家 C. Rao 教授用近 3 页篇幅引用本项目的 4 篇论文，指出“硼掺杂石

墨烯有更低的电阻和更高的功函数，由于在费米面附近有更高的态密度”（The BG had even 



lower electrical resistance and a higher work function than PG due to the larger density of states generated 

near the Fermi level.代表引文 7）。国际知名材料专家 Martin Pumera 教授在 Chem. Rev.中评

价硼掺杂石墨烯应用于太阳电池的背电极是有趣的工作，且具有最佳的性能（an 

interesting work by Lin et al. … the boron-doped graphene has the lowest charge transfer resistance, 

offered the best performance …代表引文 8）。 

研制出经权威机构论证的效率 16.6%的 CIGS 薄膜光伏电池，名列报道非真空法世界

第二、亚洲第一，被“上海化学化工学会”论证为“国内领先”。CIGS 制备工艺已申请

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印度、台湾、巴西和俄罗斯等国际发明专利），在 PCT 专利

创新评估中获得全 A 的评价，形成了由 30 项专利组成的一个 CIGS 太阳电池专利群。建

成了 CIGS 太阳电池的兆瓦级中试生产线，电池组件已建立屋顶并网光伏示范电站，平

稳运行 3 年。



四、8 篇代表性论文 

“面向太阳能利用的高性能光电材料和器件的结构设计与性能调控”项目 8 篇代表性论文 

序
号 

论文专著名称/刊名/作者 
影响 
因子 

年卷 
页码 

发表时间 
年 月 日 

通讯 
作者 

第一 
作者 

SCI-E

他引次
数 

他引 
总次数 

是否国
内完成 

1 

Improved Thermoelectric Properties of Cu-Doped Quaternary 

Chalcogenides of Cu2CdSnSe4 / Advanced Materials / Liu, Minling; 

Chen, I-Wei; Huang, Fuqiang; Chen, Lidong. 

18.960 

2009 年 21

卷 3808-3812

页 

2009 年 

5 月 21 日 

Huang, 

Fuqiang 

Liu, 

Minling 
146 157 是 

2 

Study of the Electronic Structure and Photocatalytic Activity of the 

BiOCl Photocatalyst / Applied Catalysis B-Environmental / Zhang, 

Kelei; Liu, Cunming; Huang, Fuqiang; Zheng, Chong; Wang, Wendeng. 

8.328 

2006 年 68

卷 125-129

页 

2006 年 

8 月 4 日 

Huang, 

Fuqiang; 

Zheng, 

Chong 

Zhang, 

Kelei 
506 539 是 

3 

Improved-Performance Dye-Sensitized Solar Cells Using Nb-Doped TiO2 

Electrodes: Efficient Electron Injection and Transfer /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 Lue, Xujie; Mou, Xinliang; Wu, Jianjun; Zhang, 

Dingwen; Zhang, Linlin; Huang, Fuqiang; Xu, Fangfang; Huang, Sumei. 

11.382 

2010 年 20

卷 509-515

页 

2010 年 

2 月 8 日 

Huang, 

Fuqiang 

Lue, 

Xujie 
306 332 是 

4 

H-Doped Black Titania with Very High Solar Absorption and Excellent 

Photocatalysis Enhanced by Localized 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 Wang, Zhou; Yang, Chongyin; Lin, 

Tianquan; Yin, Hao; Chen, Ping; Wan, Dongyun; Xu, Fangfang; Huang, 

Fuqiang; Lin, Jianhua; Xie, Xiaoming; Jiang, Mianheng. 

11.382 

2013 年 23

卷 5444-5450

页 

2013 年 

5 月 17 日 

Huang, 

Fuqiang; 

Xu, 

Fangfang 

Wang, 

Zhou 
158 162 是 

5 

A General Preparation Strategy for Hybrid TiO2 Hierarchical Spheres and 

Their Enhanced Solar Energy Utilization Efficiency / Advanced 

Materials / Lue, Xujie; Huang, Fuqiang; Mou, Xinliang; Wang, Yaoming; 

Xu, Fangfang. 

18.960 
2010 年 22

卷 3719 页 

2010 年 

8 月 20 日 

Huang, 

Fuqiang 

Lue, 

Xujie 
70 73 是 



6 

Low-Temperature Rapid Synthesis and Superconductivity of Fe-Based 

Oxypnictide Superconductors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 Fang, Aihua; Huang, Fuqiang; Xie, Xiaoming; Jiang, 

Mianheng. 

13.038 

2010 年 132

卷 3260-3261

页 

2010 年 

2 月 19 日 

Huang, 

Fuqiang 

Fang, 

Aihua 
24 30 是 

7 

Transparent conductive graphene films synthesized by ambient pressure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used as the front electrode of CdTe solar cells 

/ Advanced Materials / Bi, Hui, Huang, Fuqiang; Liang Jun; Xie, 

Xiaoming; Jiang, Mianheng.  

18.960 

2011 年 23

卷 3202-

3206 页 

2011 年 

7 月 26 日 

Huang, 

Fuqiang 

 

Bi,  

Hui 
82 93 是 

8 

A Facile Preparation Route for Boron-doped Graphene, and Its CdTe 

Solar Cell Application / 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 / Lin, 

Tianquan; Huang, Fuqiang; Liang, Jun; Wang Yingxia. 

25.427 
2011 年 4 卷

862-865 页 

2010 年 

11 月 24

日 

Huang, 

Fuqiang; 

Wang, 

Yingxia 

Lin, 

Tianquan 
110 119 是 

 1－8 代表性论文合计 1402 1505  

 



 

五、主要完成人情况 

姓    名 黄富强 性别 男 排    名 1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8-12-16 出 生 地 江苏宜兴 民    族 汉 

身份证号 320113196812164895 归国人员 是 归国时间 2003 年 12 月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北京师范大学 毕业时间 1996 所学专业 化学 

电子邮箱 huangfq@mail.sic.ac.cn 办公电话 021-52411620 移动电话 13761680203 

通讯地址 上海市定西路 1295 号 邮政编码 200050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行政职务 课题组长 

二级单位 高性能陶瓷与超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 党    派 群众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05 年 01 月   至    2013 年 5 月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作为项目的第一完成人，是项目所有重要科学发现的直接负责人，所有 8 篇代表作和 20 篇

主要论文的通讯作者。总体负责项目学术思想的提出、研究方案的制定和科学理论的归纳与总结，

组织整体研究方案的实施、科学发现的解释和理论阐述；提出了结构功能区的概念和堆积因子的

模型，构筑光子吸收和载流子输运的结构基元，设计与开发了新型光电材料,发展了太阳电池和材

料的实用新制备技术，实现了铜铟镓硒薄膜太阳电池中试。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

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

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

是本人本年度被推荐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

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

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

成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

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

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

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

人被推荐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姓    名 王耀明 性别 男 排    名 2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0-07-09 出 生 地 湖南衡阳 民    族 汉 

身份证号 430421198007096771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 

技术职称 副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所 毕业时间 2009 所学专业 材料学 

电子邮箱 wangyaoming@mail.sic.ac.cn 办公电话 021-52411052 移动电话 13611717090 

通讯地址 上海市定西路 1295 号 邮政编码 200050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高性能陶瓷与超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 党    派 群众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05 年 09 月   至    2013 年 5 月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作为项目的第二完成人，在项目的研究过程中，发明了高结晶度高原料利用率(In:～100%)的

铜铟镓硒薄膜的液相涂敷技术，已研制出转换效率 18.2%的铜铟镓硒薄膜光伏电池和转换效率 14%

以上的柔性电池，建成了兆瓦级中试生产线和屋顶并网光伏示范电站，实现成果转化。对重要科

学发现 4 做出了创新性的贡献，是代表性论文 5 的主要作者。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

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

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

是本人本年度被推荐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

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

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

成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

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

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

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

人被推荐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姓    名 林天全 性别 男 排    名 3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4-12-11 出 生 地 福建武平 民    族 汉 

身份证号 350824198412115471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 

技术职称 副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所 毕业时间 2013 所学专业 材料学 

电子邮箱 lintianquan@mail.sic.ac.cn 办公电话 021-52411052 移动电话 13524024823 

通讯地址 上海市定西路 1295 号 邮政编码 200050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高性能陶瓷与超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 党    派 中共党员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08 年 02 月   至    2013 年 5 月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作为项目的第三完成人，基于电子结构的带阶调控，创新地开发了氢离子体、熔融铝还原和

二步法低温制备黑色二氧化钛的技术。制备了含氧空位的<结晶核@非晶壳>的黑色 TiO2，进而二

步掺杂 N、I、S、H 等元素，获得了掺杂型黑色 TiO2，解决了高浓度阴离子掺杂 TiO2 的科学难题。

将功函数匹配的 p 型石墨烯应用于太阳能电池。对重要科学发现 2 和 4 做出了创新性的贡献，是

代表性论文 8，代表性论文 4 的共同第一作者。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

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

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

是本人本年度被推荐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

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

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

成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

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

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

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

人被推荐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姓    名 毕辉 性别 男 排    名 4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81-01-06 出 生 地 辽宁 民    族 汉 



身份证号 210321198101060613 归国人员 否 归国时间 / 

技术职称 副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西北工业大学 毕业时间 2010 所学专业 材料学 

电子邮箱 bihui@mail.sic.ac.cn 办公电话 021-52411052 移动电话 15618551635 

通讯地址 上海市定西路 1295 号 邮政编码 200050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行政职务 无 

二级单位 高性能陶瓷与超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 党    派 中国党员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10 年 03 月   至    2013 年 05 月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作为第四完成人，发明了等离子体辅助的 CVD 低温制备石墨烯的新方法，调控石墨烯的功函

数，获得了电子高迁移率、可见-红外光高透过的石墨烯透明导电薄膜，并首次将石墨烯薄膜作为

透明电极材料集成于 CIGS 电池和 CdTe 电池。是代表性论文 7 的第一作者，对重要科学发现 4 做

出了创新性的贡献。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

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

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

是本人本年度被推荐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

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

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

成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

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

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

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

人被推荐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姓    名 陈立东 性别 男 排    名 5 国    籍 中国 

出生年月 1960-05-21 出 生 地 江西 民    族 汉 

身份证号 310105196005210072 归国人员 是 归国时间  



技术职称 研究员 最高学历 研究生 最高学位 博士 

毕业学校 日本 Tohoku University 毕业时间  所学专业 材料学 

电子邮箱 cld@mail.sic.ac.cn 办公电话 021-52412612 移动电话 13817670804 

通讯地址 上海市定西路 1295 号 邮政编码 200050 

工作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行政职务 
国家重点实验

室主任 

二级单位 高性能陶瓷与超微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 党    派 群众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所 在 地 上海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参加本项目的起止时间             2005 年 01 月   至    2013 年 05 月             

对本项目主要学术贡献： 

作为项目的第 5 完成人，指导方法的设计、提出与实施；发现了优于文献报道的高电子导电

率和高可见光透过率的铜基 p 型透明导体材料；将结构功能区设计应用于热电材料并获得性能优

异的宽带铜基热电材料，并在 SPS 快速烧结陶瓷材料有显著贡献。是重要科学发现 1 的重要贡献

者，是代表论文 1 的主要作者。 

曾获国家科技奖励情况： 

声明：本人同意完成人排名,遵守《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承诺遵守评审工作纪

律，保证所提供的有关材料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何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

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该项目

是本人本年度被推荐的唯一项目。如有材料虚假或违纪

行为，愿意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相应处理。如产生争议，

保证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作。 

 

 

 

本人签名： 

 

                           年    月    日 

完成单位声明：本单位确认该完

成人情况表内容真实有效，且不存在任

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

法》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及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情形。如

产生争议，愿意积极配合调查处理工

作。 

工作单位声明：本单位对该完成

人被推荐无异议。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六、完成人合作关系说明 

项目第一完成人黄富强与其他四位完成人均为师生/同事的合作关系： 

黄富强与王耀明：2004.09--2009.06 师生关系，黄富强为王耀明的研究生导师； 

2009.07--至今    同事合作关系，黄富强为课题组长。 

黄富强与林天全：2008.09--2013.06 师生关系，黄富强为林天全的研究生导师； 

2013.07--至今    同事合作关系，黄富强为课题组长。 

黄富强与毕 辉： 2010.03--2012.05 博士后合作导师与博士后关系，黄富强为毕辉的博

士后合作导师； 

2012.05--至今    同事合作关系，黄富强为课题组长。 

黄富强与陈立东：2003.12--至今    同事合作关系；黄富强与陈立东同属于科技部重点

领域创新团队，黄富强为创新团队负责人，陈立东为创新团队核心成

员之一。 

 

 

 

              

 

第一完成人签名：   



完成人合作关系情况汇总表 

序

号 

合作 

方式 

合作者/ 

项目排名 
合作时间 合作成果 证明材料 备注 

1 
合作 

论文 

黄富强、

陈立东 

2005.01—
2009.05 

Improved Thermoelectric Properties of Cu-Doped Quaternary Chalcogenides of 

Cu2CdSnSe4 / Advanced Materials, 2009, 21, 3808 / Liu, Minling; Chen, I-Wei; Huang, 

Fuqiang; Chen, Lidong. 

代表性论文 1  

2 
合作 

论文 

黄富强、

王耀明 

2005.09—
2010.08 

A General Preparation Strategy for Hybrid TiO2 Hierarchical Spheres and Their 

Enhanced Solar Energy Utilization Efficiency / Advanced Materials, 2010, 22, 3719 / 

Lue, Xujie; Huang, Fuqiang; Mou, Xinliang; Wang, Yaoming; Xu, Fangfang. 

代表性论文 5  

3 
合作 

论文 

林天全、

黄富强 

2008.03—
2010.11 

A Facile Preparation Route for Boron-doped Graphene, and Its CdTe Solar Cell 

Application / 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1, 4, 862 / Lin, Tianquan; Huang, 

Fuqiang; Liang, Jun; Wang Yingxia. 

代表性论文 8  

4 
合作 

论文 

毕  辉、

黄富强 

2010.03—
2011.07 

Transparent conductive graphene films synthesized by ambient pressure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used as the front electrode of CdTe solar cells / Advanced Materials, 

2011, 4, 862/ Bi, Hui; Huang, Fuqiang; Liang Jun; Xie, Xiaoming; Jiang, Mianheng. 

代表性论文 7  

5 
合作 

专利 

黄富强、

王耀明 

2005.09—
2008.12 

铜铟镓硒薄膜太阳电池光吸收层的制备 代表性专利  

6 
合作 

项目 

陈立东、

黄富强 

2009.01—
2014.12 

高性能无机复合能量转换材料的研究 

国家自然基金

委创新研究群

体科学基金 

 

承诺：本人作为项目第一完成人，对本项目完成人合作关系及上述内容的真实性负责，特此声明。 

第一完成人签名 



七、知情同意证明 

 

 



 



八、推荐单位意见 

该项目研究主要聚焦于新型光电材料设计制备与太阳能高效利

用，突破光电材料宽太阳光谱吸收、高载流子分离迁移的科学难点。

本项目提出了协调互为制约的多种物理量的创新思想，设计与制备了

优于文献报道的宽光谱吸收、高载流子有效迁移及兼具高透光和高电

导的新型材料，发展了有实际应用的新型光电材料和铜铟镓硒等太阳

能高效利用的新技术。 

该项目共发表 118 篇论文，包括 4 篇 Adv. Mater.、4 篇 J. Am. 

Chem. Soc.、4 篇 Energy Environ. Sci.、5 篇 Adv. Funct. Mater.，15 篇

入选 ESI 本领域前 1%高被引论文。8 篇代表论文篇均影响因子 15.847，

他引 1505 次，单篇最高他引 539 次，5 篇他引超百次，6 篇入选 ESI

高被引论文。化合物设计被授予 most 引用奖、被英国皇家化学会评

选为 hot 论文、被欧洲化学选为 VIP 论文、入选可再生能源全球创新

的 key scientific 文章等，被 Nature 亚洲子刊、Chemistry View 等专文

评述。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NSFC 重点、科技部、上海市等项目

支持。国家杰青项目结题考核名列“特优”第一，第一完成人负责《无

机能量转换材料与器件》科技部重点领域创新团队。项目获得 2016

年度上海市自然科学一等奖。 

推荐该项目为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及以上奖。 

 

 

 

 

 

 

                                             中国科学院 

                                          2016 年 12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