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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电子发展回顾与展望
崔铮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印刷电子技术中心，
苏州 215123
摘要

印刷电子技术作为一个新兴电子技术正在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通过印刷方法制造的信息电子与光电子器件和系统

具有大面积、柔性化、个性化、低成本、绿色环保等一系列优点。尽管印刷加工本身没有传统微纳米加工的高分辨率与高集成度，
但上述优点足以使印刷电子在许多新应用领域发挥作用。本文对印刷电子定义、起源、发展历程及产业与技术现状进行了全面
介绍，分析了印刷电子面临的挑战，并对印刷电子未来发展前景做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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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电子及特点

同样是将一种功能材料在平面基底上制作成图形结构，

印刷电子，也就是“印刷+电子”，即利用传统印刷技术来
制作电子器件或电路。传统印刷技术即所熟知的印刷报纸
与杂志的技术。传统印刷报纸的技术何以可以用来印刷电
子？印刷报纸或杂志用的是黑白或彩色油墨。如果把这些
仅是表达颜色的油墨换成具有电子功能的油墨，印刷出来的
图形就具有了电子功能。类似于印刷彩色图画的多色套印

传统集成电路芯片的加工方法要经过从镀膜到去胶 8 个步

骤，而印刷加工则只需要 2 步。印刷方法可以直接将功能材

料以图形化方式沉积到基底表面，只需要额外的烧结工艺，
将墨水材料烧结成固体材料，就形成了传统工艺需要 8 步才
能实现的同样的图形结构。

印刷制造与现已熟知的 3D 打印一样，本质上是一种增

技术，多种电子功能油墨也可以通过套印方式叠加印刷，形

材制造技术。而传统集成电路芯片加工或各种电子设备中

成复杂的电子功能结构。目前普遍使用的各种电子设备中

常见的电路板制造技术，都是减材制造技术，即通过等离子

的集成电路芯片 IC 与印刷电路板 PCB（printed circuit board）
是通过复杂的光刻、显影、刻蚀等一系列加工步骤实现的，而

印刷制造则简单得多。图 1 比较了传统平面微纳米加工与印
[1]

刷加工的区别 。

刻蚀或酸液腐蚀将不需要的材料去除，形成功能材料的图形
结构[2]。印刷增材制造有 5 个优点。

1）不依赖基底材料的性质。集成电路芯片只能在硅基

半导体晶圆上制备，而印刷可以在任何材料表面沉积功能材

（a）传统平面微纳米加工

图1
Fig. 1

（b）印刷加工

传统集成电路芯片加工与印刷加工的比较

Comparison between conventional microfabrication for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printing fabrication

收稿日期：
2017-06-07；修回日期：
2017-06-28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XDA090202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91623104）
作者简介：崔铮，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印刷电子材料与技术、
纳米材料的规模化产业化应用、
印刷电子标签与传感器及其在物联网中的应用，电子信箱：
zcui2009@sinano.ac.cn

引用格式：
崔铮 . 印刷电子发展回顾与展望[J]. 科技导报, 2017, 35(17): 14-20; doi: 10.3981/j.issn.1000-7857.2017.17.001

14

科技导报 2017，35（17）

料。这就使得在塑料、纸张、布料等大量低成本柔性材料表

分子材料 [4]。电荷迁移率是指半导体材料中电子（n-型半导

面制造电子器件与电路成为可能。

体）或空穴（p-型半导体）在外加电场下运动的速度。电荷迁

2）印刷可以大面积与批量化制造。传统印刷技术已经

移率的高低决定了晶体管在外电场作用下的开关速度，是衡

可以在数米宽的材料表面通过高速连续卷对卷方式印刷报

量半导体材料性能最重要的参数。有机半导体之所以远远

纸或印染布匹，同样方法也适用于印刷电子功能材料。集成

不如单晶硅、多晶硅及砷化镓等无机半导体材料，主要表现

电路芯片加工目前可以实现的最大晶圆直径为 300 mm，而
印刷电子器件可以在直径 1 m 以上的面积上实现。

3）印刷电子制造是低成本的。这种低成本来自于印刷

在电荷迁移率的巨大差异。有机电子材料的另一个缺点是
其 电 学 性 能 受 环 境 影 响 较 大 ，尤 其 是 空 气 中 水 与 氧 的 影
响[5]。有机电子器件接触到水、氧后会导致器件失效，而印刷

设备的低成本，通常一台设备就可以搞定全部印刷制造环

制造大多是在空气环境下进行的。提高电荷迁移率与环境

节；来自于印刷材料的低成本，尤其是各种低成本塑料或纸

稳定性至今仍然是有机电子学研究的关键领域。

张基底材料；来自于高速连续卷对卷批量化印刷导致的单个

如果考察印刷电子相关论文发表的年代分布，可以发

器件的低成本。

现，以“印刷电子”
（printed electronics）为关键词的研究论文

了原材料浪费，减少了因腐蚀而形成的污染排放；另一方面，

主要原因是无机纳米材料开始被应用于印刷电子技术。

4）印刷增材制造绿色环保。一方面增材制造本身减少

印刷本身大多没有高温工艺环节，节省了能源，减少了碳排
放。

5）印刷制造中的喷墨打印方法具有数字化与个性化制

造的特征。与 3D 打印的个性化制造特征一样，喷墨印刷电
子不需要模板，
可以快速制造小批量个性化电子产品。

在 2005 年以后才逐年增加，2008 年以后明显增长（图 2）。其
2000 年之后，全球性的纳米技术研究形成热潮，各种纳米材
料被发现、被创造出来。纳米尺度的无机固体材料（纳米粒

子、纳米线、纳米管等）本身具有多种优异的电子与光电性
质，远远优于有机电子材料。它们可以通过分散方式制成墨
水或油墨，然后用传统印刷方式制成图案。纳米材料本身的

因此，大面积、柔性化、个性化、低成本、绿色环保是印刷

性质赋予了这些印刷图案结构以电荷传输性能、介电性能或

电子制造区别于传统电子制造的主要特征，也是印刷电子技

光电性能，从而形成各种半导体器件、光电与光伏器件，真正

术近年来蓬勃兴起的重要原因。

体现出印刷技术做为一种低成本电子制造技术的优越性，印

印刷电子本身作为一个学科领域和技术领域，所涵盖的
内容非常广泛。任何电子或光电子制造采用印刷加工方法
后都可以称之为印刷电子。目前电子领域有许多新名词，除
了有机电子外还有柔性电子、塑料电子、纸电子、透明电子、
纺织电子、可穿戴电子等。这些新兴电子领域都区别于传统
的微电子，但都与印刷电子有关联，因为这些电子系统除了
可以用传统微加工方式制造外，
也可以用印刷方式制造。

刷电子学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与技术领域 [6]。2009 年
后，国际上开始出现了以印刷电子为专题的国际学术会议。
2011 年，国外塑料电子杂志（
《+Plastic Electronics》
）专文介绍

了 纳 米 材 料 在 印 刷 电 子 技 术 中 的 应 用 前 景 ，文 章 标 题 为

《Nanomaterials are becoming synonymous with printed elec⁃
tronics》
（
《纳米材料正成为印刷电子的代名词》
）[7]。

2 印刷电子起源与发展历程
尽管印刷制造具有一系列显而易见的优点，印刷本身也
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技术，但印刷电子的快速发展却并不久
远。这主要归因于可印刷电子材料的发展在早期比较缓
慢。20 世纪 70 年代，有机导体材料的发现开创了有机电子
学这一新学科领域。科学界对有机电子学感兴趣，不仅仅是

出于科学好奇心，更重要的是有机聚合物材料有可能制备成
溶液态，最终有可能以印刷方式大批量、低成本地制造有机
电子器件。因此，有机电子学发展早期即已经有人开始将有

图2

（Web of Sciences 统计数据）

机电子材料进行溶液化处理并用于制作晶体管的尝试，到

2000 年时已经出现了全部用喷墨打印方法制备的有机场效
应晶体管[3]。

有机电子学在一开始发展时就以能够低成本印刷制造
为最终目的。但在相当长时期，印刷并没有成为有机电子器

印刷电子研究论文发表年代分布

Fig. 2

Published papers on printed electronics by
years (Statistics from Web of Sciences)

印刷电子引起全球范围广泛关注的标志性事件是 2008

件的主流制造技术。这主要是因为溶液态有机电子材料（无

年美国 Kovio 公司宣布开发成功喷墨打印纳米硅墨水制备的

rier mobility，单位：cm2 ·V-1 ·s-1）总是不如真空蒸发的有机小

过卷对卷印刷制备基于碳纳米管等无机纳米材料墨水的

论是小分子材料还是聚合物材料）的电荷迁移率（charge car⁃

柔性射频标签（RFID），以及 2009 年韩国顺天大学发表了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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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ID 论文[8]。尽管这些技术后来并没有成功走向产业化，但

让科技界与工业界看到，无机纳米材料的确可以通过印刷集
成为具有晶体管功能的电子器件。无机材料的纳米化使相
应的墨水烧结温度降低到普通塑料甚至纸张能容忍的温度，
真正打开了印刷电子向大面积、柔性化、低成本制备电子系
统的大门。例如，银纳米粒子与银纳米线等纳米尺度的银材
料被制成可印刷的且可以低温烧结的墨水或浆料，已大量用
于印刷导电线路与电极，成为迄今为止应用最广泛并最成功
[9]

的印刷电子材料 。

2009 年，以欧洲地区参加人员为主的大面积有机印刷电

子国际会议（Large-area Organic and Printed Electronics Con⁃

2009 年 10 月笔者入选中组部“千人计划”特聘专家并全

职回国加入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决

心在中国开展印刷电子研究，并于 2010 年在苏州纳米所创建
了“印刷电子技术研究中心”。这在当时应该是中国第一个
挂牌“印刷电子”的研究机构。2010 年 7 月，笔者在苏州主办

了中国首届印刷电子技术研讨会；2011 年联合北京印刷学院
等单位，发起成立了中国印刷电子产业创新联盟；2012 年应

邀出席了在韩国首尔召开的国际印刷电子标准委员会成立
大会。中国印刷电子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化活动从此进入国
际视野。

自 2010 年起中国印刷电子研讨会至今已举办了 6 届，参

ference，LOPEC）首次在德国举办。此前欧洲只有与有机电

会人数由首届只有 20 余人到 2016 年 200 余人。2014 年，
中国

员为主的首届柔性印刷电子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fer⁃

了学术研讨外，自 2012 年以来每年在上海还举办与产业相关

子技术相关的学术会议。同是在 2009 年，以亚洲地区参加人

ence on Flexible and Printed Electronics，ICFPE）在 韩 国 举

办。这两个代表性国际会议都将印刷电子列为会议核心议
题。在此之前，国际上只有英国市场调查公司 IDTechEx 每年

还首次主办了第 5 届国际柔性与印刷电子大会（ICFPE）。除

的印刷电子产业论坛。2013 年，由天津大学邹竟院士领衔撰
写并向中国工程院提交了“中国印刷电子产业政策研究”的
调研报告。2013 年底，科技部高新技术中心组织了“西苑论

举办的小规模印刷电子相关会议。2012 年，由韩国倡导成立

坛”，召集国内专家研讨中国发展印刷电子的方案 [10]。2014

的一个新的标准化制定组织。自 2009 年以来，多个工业发达

显示技术的规划。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

了国际印刷电子标准委员会，成为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下属

国家包括欧盟委员会都开始了与印刷电子技术研发相关的
政府研究计划。例如，2009 年英国成立了国家印刷电子中
心；2010 年韩国也建立了国家印刷电子中心。2011 年日本成
立了日本先进印刷电子技术研究协会（JAPERA）；2012 年韩
国启动国家印刷电子发展计划，计划在 6 年时间内投资 1725
亿韩元（约合 10 亿人民币），发展印刷电子全产业链技术（to⁃
tal solution）。同年，韩国也成立了国家印刷电子协会（Ko⁃

年，由 TCL 研究院牵头组织了 3 次研讨会，研究中国发展印刷
“印刷显示”专项指南，并于 2015 年发布。2016 年，有 7 个印

刷显示项目得到科技部专项资金的支持。2017 年，科技部继
续发布了印刷显示相关的重点研发计划指南。印刷显示成
为印刷电子技术产业化方面的突破口，得到国家的优先支
持。在其他方面，中国的印刷电子装备、印刷电子材料等均
已开始打开国内国际市场。

PEA）。 除了政府机构的研究计划外，科技界与工业界都开

3

况可见一斑。

可印刷电子材料、印刷设备、印刷工艺、系统设计与集成。其

始将注意力转向这一新兴技术领域，这从图 2 的论文发表情

中国的印刷电子发展起步稍晚。笔者 2011 年初到韩国

国家印刷电子中心参观时曾见到该中心的大厅悬挂一幅“印
刷电子世界地图”
（图 3）。全球研发印刷电子技术的国家（地

区）都标注在该地图中，但中国的位置上是空白。说明中国
在印刷电子领域的工作至少在 2010 年之前不为国外所知。

印刷电子技术与产业现状

实现印刷电子制造主要涉及到 5 方面的技术：基底材料、

中基底材料与印刷设备基本是现有技术。由于印刷本身是
增材制造，对基底材料没有特殊要求。基底材料的选择主要
取决于特定的产品形态,例如柔性化、低成本要求等。印刷设
备方面已经有传统印刷工业作为基础。当然，印刷电子与印
刷报纸不同。印刷电子对设备有更高的要求，包括对各种电
子墨水材料的兼容性、多层电子材料印刷的套印精度等。目
前，国外许多传统印刷与涂布设备制造厂商已经开始关注印
刷电子技术的发展，开发出一些印刷电子专用设备，包括喷
墨打印、丝网印刷、凹版印刷、柔版转印等设备。分辨率在

1 μm 左右的静电喷墨打印和 5 μm 左右的凹版印刷都已有商
品化设备。一些设备已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以喷墨打印机

为例，国外各种类型的喷墨打印系统都可以在中国大学与科
研单位见到。一些大型的价值上千万元人民币的印刷系统
也已购入中国。中国本土印刷电子设备企业开始成长起来，
（图片来源：
2011 年初摄于韩国国家印刷电子中心）

图3
Fi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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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map of printed electronics

其印刷电子设备已经进入或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并向国际市
场扩张。
印刷电子材料是印刷电子的重点研究领域，实现印刷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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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制造的前提是要有针对应用需求的电子墨水材料。电子
墨水分为有机与无机两大类。有机电子材料的最大特点是
分子可设计性。通过有机合成技术可以创造出不同的新型
有机电子材料，不断发现性能更好的材料。过去 40 年有机电

子技术发展史也是不断创造新材料，不断提高有机电子材料
性能的历史。有机电子材料本身又分为聚合物材料与小分
子材料。有机聚合物电子材料的特点是易于溶液化，可印刷
性好，但电学性能不如小分子材料。而小分子材料恰好相

些高显示度的技术与产品，例如美国 Kovio 公司的印刷纳米

硅 RFID 标签、美国 Konacar 公司的印刷有机太阳能电池等都
没有等到市场爆发就破产了。这些产业未能成功的原因有
很多，但其中重要一条是如何面对市场的竞争。印刷电子这
一概念尽管很吸引人，但如果不是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产
品，则必然要面对现有技术与产品的竞争。印刷 RFID 要面

对现有极低成本的 RFID 标签竞争，印刷有机光伏要面对现
有高效率低价格的晶硅光伏的竞争。

反，电学性能胜过聚合物材料，但不易溶液化，更适于真空蒸

印刷电子产业化比较成功的一个领域是触摸屏技术领

发沉积。最近几年，有机电子材料发展有了大幅度进步，电

域。苹果手机的成功让电容式触摸屏技术家喻户晓。以往

荷迁移率与环境稳定性都有明显提高，这方面的研究导致了

触摸屏中使用的透明导电膜都是基于一种氧化铟锡（ITO）的

大量论文的发表，但距实际应用要求仍有差距。无机纳米材

透明导电材料。ITO 除了材料成本高之外，所制成的透明导

料的可选择种类则非常有限。将无机纳米材料应用于印刷

电膜电阻比较高，柔性比较差，而且制造工艺复杂。近年来

电子的主要技术障碍是如何将它们墨水化。无机纳米材料

出现了一批印刷纳米银制造透明导电膜的替代技术，包括印

的通常形态是纳米粒子、纳米线、纳米片或纳米管等。制备

刷纳米银的金属网栅，或涂布纳米银线的透明导电膜。它们

无机纳米材料墨水的主要途径包括将纳米粉体包覆表面活
性剂并分散在溶液中，或者将其前驱体溶液印刷后再还原成
本体纳米材料。由于无机纳米材料具有天然的优异电学性
能与环境稳定性，基于无机纳米材料的电子墨水更具有实用
性，因而更先一步市场化。以纳米银导电墨水为例，国内外

都具有更好的导电性与柔性，制造工艺也更简单。尽管 ITO

透明导电膜制造商通过降价拼力反击，力图保住 ITO 现有的
市场，但这些印刷纳米银的透明导电膜已经开始侵蚀 ITO 的
市场，
尤其在大尺寸触摸屏市场取得显著成功。

中国印刷电子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本研究组自 2010

已有众多公司推出种类繁多的基于纳米银粒子与纳米银线

年开始在国内研发印刷电子技术，并推动印刷电子在中国的

的商品导电墨水或浆料。印刷纳米银的电子电路也成为最

宣传普及，包括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印刷电子方面的中英文专

常见的印刷电子应用实例。

著，并在各种会议上介绍印刷电子。观察到一个现象是，中

印刷电子墨水必须转化固体形态才能表现出应有的电

国产业界对印刷电子的关注明显高于科技界。其原因是印

学性能。实现电子墨水向固体转化的主要方法是烧结，包括

刷电子本身毕竟没有太多的基础科学问题需要研究，更多的

高温烘烤烧结或光子辐照烧结。有机电子墨水一般不需要

是实施过程中的技术问题。但产业界很被“印刷”这个新概

高温烧结，大多也不允许高温处理。无机电子墨水则通常需

念所吸引。产业界人士通常将印刷电子与印刷报纸类比，觉

要高温烧结。发展纳米尺度的无机印刷电子材料的一个重

得如果实现印刷制造电子，将会对多个传统产业产生极大冲

要原因是把烧结温度降下来。当无机纳米材料单体的尺度

击，例如传统印刷产业、印刷电路板产业等。笔者所在印刷

减小至 100 nm 以下，所制备的墨水材料烧结温度一般可以降
到 150℃以下，达到一般塑料基材可容许的温度。另一种方

法是光子烧结，可以在不提升基底材料温度的条件下实现纳
米墨水材料的高温烧结。因为某些波长的光子能量可以选
择性地被金属纳米材料吸收产生高温，但对基底材料无吸收
或吸收很少，避免基底材料被高温损伤。除了烧结工艺外，
印刷工艺还包括基底表面处理工艺，包括表面亲水或疏水处
理，以增加墨水在基底表面的黏附力或减少墨水在基底表面
的横向扩散。成功的印刷电子制造是印刷设备、印刷电子材
料与印刷工艺相互匹配、相互适应的综合作用结果。
与有机电子不同，印刷电子不是一个基础科学领域，不
需要去发现发明新的分子与材料。印刷电子是一个技术领

电子中心近年来接待了多批来访企业，均希望了解印刷电子
及其产业化前景。
中国印刷电子产业化的成功率先体现在触摸屏领域。

印刷电子中心科研团队于 2012 年开发成功一种混合印刷纳
米银制备金属网栅透明导电膜的技术。用该技术制备的透

明导电膜方阻可以小于 1 Ω，同时保持 88%的透光率，而且可

以卷对卷连续生产制造[11]。该技术已在中国触摸屏龙头企业
南昌欧菲光实现大规模量产，达到月产 150 万片金属网栅透

明导电膜触摸屏的产能。集成了这种透明导电膜的中大尺寸
触摸屏产品自 2014 年开始进入国际知名电脑品牌市场市
场。这项技术的发明专利获得了 2014 年中国专利金奖[12]。国
内还有多家企业开发了涂布纳米银线的透明导电膜技术，也

域，是用一种新的方法制造电子。因此，印刷电子从一开始

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产业化成功。其他如印刷石墨烯或碳材

就与产业密切关联，而且被产业界看好。2010 年，英国市场

料制造的加热或散热产品等已经进入市场。中国科学院自

电子一样有爆发式增长，2019 年可达到 570 亿美元。现在距

电路的项目，目标也是定在产业化上。自 2016 年开始实施的

调查公司 IDTechEX 曾预言，印刷电子的市场未来将会像微
当年的预测已经过去 7 年了。反观过去 7 年印刷电子产业化
的进程，其市场规模并不如当年预测的那样大幅度增长。一

2013 年实施了聚焦纳米制造的先导专项，其中包括绿色印刷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印刷显示项目群，更是将产业化与建立产
业示范线作为项目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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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印刷电子面临的挑战

过数十年的研发才能最终走向产业化。印刷电子在多个应

印刷电子这一概念很吸引人，但真正要实现像印刷报纸

用领域的产业化已初露端倪。尽管过去数年的市场现实与

那样印刷电子，还有诸多技术与产业化、市场化方面的挑

早期的乐观预测有较大差距，但全球科技界与产业界对印刷

战。首先，印刷电子技术本身有局限性。1）印刷加工的图形
分辨率远低于传统微纳米加工。目前印刷所能实现的最细

线条约 1 μm，而集成电路加工的图形尺寸已到 10 nm 范围。
2）印刷电子的前提是具备能够印刷的电子墨水材料，但目前
这类材料种类有限，而且性能普遍低于对应的固体材料，印

电子的关注度并没有减弱，反而越来越高涨。2017 年 3 月底

在德国慕尼黑召开的 LOPEC 国际会议吸引来自全球 47 个国
家约 2500 余人参加，比 2016 年增加了 20%。同时有来自 17

个国家的 154 个参展商在会议期间展示了他们的技术与产
品。众多参展商展出样品，无论从上游材料与设备，还是下

刷的电子器件性能也低于通过传统微纳米加工制备的器

游终端产品，全球印刷电子的确处于蓄势待发的前夜。笔者

件。3）电子器件通常需要多层结构。印刷多层结构受到套

持这种乐观看法的理由是，印刷电子可以在太多的领域发挥

印精度的限制。印刷套印精度通常远远低于微纳米加工的
多层对准精度。4）印刷电子墨水要恢复原有材料的性质需
要固化与烧结过程。对某些材料，这种烧结的温度可能很

作用。图 4 是印刷电子潜在的领域，该信息来源于国际有机

电子协会（OE-A）在 2015 年发布的有机与印刷电子技术报

告[13]。所谓“潜在”的应用领域意味着印刷电子技术与产品还

高，因而限制了基底材料的选择范围，烧结固化后的材料性

没有大规模进入这些领域，但由于前面所述印刷电子的独特

质通常很难恢复到该固体材料的原有性质，如导电性。5）由

性，有可能取代现有的技术或创造新的应用场景与用户体

于印刷电子器件与传统微电子器件的差别，现有微电子设计

验。一旦被市场所接受，
全面爆发只是时间问题。

方法与设计软件无法直接应用于印刷电子设计。
印刷电子产业化方面还有大量的技术开发工作要做。
认为传统印刷企业可以直接转成印刷电子，或电路板可以直
接采用印刷方法制造（注意：传统印刷电路板 PCB 并不是印
刷制造的），这些都是传统行业对印刷电子的认识误区。印

刷电子所需要的印刷技术比印刷报纸要复杂的多，包括电子
墨水的适印性，以及多层电子墨水印刷的套印精度等。目前
印刷导电墨水的导电性与精度等方面都还没有到达传统 PCB

的使用要求。印刷电子最吸引人的应用，即印刷晶体管还远
没有到达实用化的水平。目前有些产品开发采用了有机或
无机半导体墨水制备晶体管，但大多仍依赖光刻等传统工艺
来实现晶体管结构的图形化，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印刷晶
图4

体管。印刷制备的太阳能电池产品在稳定性与封装方面还
有很多技术问题要解决。
除非印刷电子能够创造一种革命性的前所未有的产品，

Fig. 4

印刷电子应用领域

Printed electronics applications by sectors
(OE-A report, 2015)

否则印刷电子产品必须和其他电子产品一样，到市场上参与
竞争。印刷电子产品有其产品形态（柔性化、塑料基、纸基）

笔者对印刷电子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的另一个理由是

的特点，但也有性能上的劣势。以 RFID 标签为例，传统 RFID

物联网应用在可预见未来的全面爆发。物联网（IoT）不仅仅

了印刷的天线外，在有限的标签面积上只能印刷 1000 余个晶

“物”相连的传感器。国外在 2013 年就已经预测到在未来 10

片相比。而且芝麻大小的 RFID 芯片也可以安装在柔性的

传感器社会”[14]。这万亿传感器不可能完全依赖于硅基集成

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创造具有差异化、给予用户新的使用体验

与本身价值相匹配的传感器，国外在 2013 年就已经预测，印

芯片小于毫米见方，可以集成数万个晶体管。印刷 RFID 除
体管，其性能自然远不能与集成了数万个晶体管的 RFID 芯

是“网”，更重要的是“物”。将“物”联到“网”，需要海量的与
年内要实现物联网，全球需要万亿个传感器，进入所谓“万亿

RFID 天线上，实现柔性的 RFID 标签。所以，印刷电子市场化

电路制造工艺实现。海量的处于价值链低端的“物”需要有

的产品，可以与现有微电子技术互补的产品。至于印刷电子

刷制造将成为实现万亿传感器的重要途径之一。基于印刷

的低成本特点，只有通过大批量生产才能体现出来。小批量

电子技术的智能标签与传感器具有天然的低成本属性，可以

制造的印刷电子产品并不一定能做到低成本。

将网连接到海量的低价值物端，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物联网。
与物联网相连的传感器将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柔性传感

5

印刷电子前景展望

印刷电子是一个新的领域，本身发展不过 10 年左右。印

刷电子是多种现有技术的综合体，不像有些新技术，需要经
18

器。图 5 是已经可以预见的物联网（IoT）柔性传感器的应用
领域，包括用于物流追踪与溯源以及防伪的智能包装、冷链

运输监测、电子票证、电子标识符显示、建筑与机械结构件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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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与失效监测、健康医疗监测与检测、机器人智能皮肤等众
[15]

多领域 。而实现柔性传感器制造的最便捷、最低成本的技
术是印刷电子技术。相信这一类传感器产品随着物联网的
发展将出现巨大的市场需求。

求。美国联邦政府在 2015 年出资 7500 万美元，在加州硅谷
建立一个”柔性混合电子制造创新研究院”
（Manufacturing In⁃

novation Institute for Flexible Hybrid Electronics）。该项目计

划 5 年时间在硅谷建立一个融合成熟的硅集成电路芯片技术
与新兴的柔性与印刷电子技术的创新平台。除了国防部的
7500 万美元投资外，该创新平台还将吸引工业界、地方政府

及大学等联邦政府外的投资 6500 万美元。参与该平台建设
的包括 96 家美国公司、11 个专业实验室、42 所大学与 14 个州

及地方政府机构。柔性混合电子的技术路线大大缩短了柔
性与印刷电子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路程，将可以尽早实现柔性
电子的大规模市场应用。

本研究组自 2013 年以来即开始投入柔性混合电子技术

的研发。采用市场已有各种电子元器件与集成电路模块，充

分发挥印刷电子优势，与印刷制备的柔性电路基底相结合，
研发成功一系列具有复杂功能的柔性电路系统（图 7）[17]。图

7（a）是印刷电子中心研制的柔性蓝牙电路。整个电路制备
图5
Fig. 5

柔性传感器在物联网中的应用领域

Application areas of flexible sensors in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在只有 2 μm 厚的塑料薄膜上，蓝牙芯片等固体器件通过印
刷制备的导电线路连接成系统，既实现了柔性化又具备所有
蓝牙无线发射的全部功能。图 7（b）是在柔性蓝牙电路基础

上集成了温度传感器与微型锂电池构成的无线发射温度贴，

针对电子电路全印刷制造的技术难度，尤其是晶体管的

可以贴敷在皮肤上实时监测体温并无线发射到手机应用

印刷制造尚未成熟，近年来一种新的技术方案获得产业界的

端。该温度贴已经具备了可穿戴温度传感器的基本功能，而

高度重视，即“柔性混合电子”方案（flexible hybrid electron⁃
ics，
FHE）。图 6 说明了柔性混合电子技术的特点[16]。

这些功能是目前有机与全印刷电子技术都还无法实现的。

（a）柔性蓝牙电路

图7
Fig. 7

图6
Fig. 6

柔性混合电子技术路线

Technology route of Flexible Hybrid
Electronics (FHE)

（b）无线发射温度贴

基于印刷电子技术的柔性混合电路

Examples of printed flexible hybrid electronics

结合印刷电子技术的柔性混合电子打破了过去长期认
为印刷电子性能不行的魔咒，让印刷与柔性电子技术更贴近
市场，更符合实际应用的需求。从 2017 年 3 月在 LOPEC 国际

会议上的参展技术来看，各种柔性混合电子展品已大量涌

所谓“柔性混合电子”是指将硅基集成电路芯片与微传

现，与传统技术相比，其柔性化的特征非常显著。这种柔性

感器等传统固体器件与柔性基底材料结合，形成柔性化的电

混合电子也开始渗透到纺织电子与智能服装领域，印刷电路

子电路系统。这类电子电路既保留了传统微电子固体器件

加传统电子器件与纺织面料结合，形成各种可穿戴的传感监

的高功能，又体现了轻、薄、柔与小型化以及以人为本的未来

测系统，
成为未来柔性与印刷电子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

电子电路系统发展趋势，将在汽车、通信、健康医疗、消费类
电子等众多领域有广泛应用。这一技术路线结合了传统集

6

结论

成电路芯片的强大功能与印刷电子的大面积、柔性化、低成

印刷电子作为一个新兴电子制造技术领域，发展的时间

本的优势，补足了目前印刷晶体管性能有限的短板，为微电

并不长。各种相关技术本身还需要不断完善和创新，包括研

子固体电路找到了柔性化的新路径，可以满足市场的现时需

究更高分辨率的印刷技术、更好性能的可印刷电子墨水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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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但印刷电子本身不是一个基础研究领域，它的落点应该
是产业化应用。因此，如何在现有的市场需求和未来可能出
现的市场需求中找到印刷电子技术的应用点，应该是科技界
与工业界关注的焦点。根据应用需求创新完善印刷电子技
术应该是这一技术本身未来发展的重点。中国自 2016 年开
始由国家出面组织的印刷显示技术研发计划，将有希望在未

来数年中从有机发光显示这个应用点上实现印刷电子的产
业化突破。随着科技界与工业界的深度参与，可以期待印刷
电子技术将渗透到越来越多的已有行业领域，并创造出新的
行业与新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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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inted electronics as a newly emerged electronics discipline has received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Electronic and

optoelectronic devices and systems fabricated by printing are of several distinctive advantages, such as large area, flexible, customizable,

low cost and environmental friendly. Though printing's resolution is not as high as conventional microfabrication, the above advantages are
enough to warrant many new applications. This article gives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of the definition of printed electronics,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history. Based on the author's own many years experience, the technology and commercialization challenges for printed
electronics are analyze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is described. It is hoped that this article will give readers an overview of the new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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