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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显示 

 发表论文230余篇，其中 

 SCI论文：180篇 

 ESI高引用论文：10篇 

 HOT paper： 1篇 

 单篇最高引用数：560次 

 H-指数：43 

 申请专利：35项 

 授权专利：22项 

 省部级鉴定成果：10项 

 获部省级奖励成果：7项 



常见的室内污染物种类 

 VOCs 

 甲苯（Toluene） 

 二甲苯 (Xylene) 

 对-二氯苯 (para-

dichlorobenzene) 

 乙苯 (Ethyl benzene) 

 苯乙烯 (Styrene)  

 甲醛 (Formaldehyde) 

 乙醛 (Acetaldehyde) 

甲醛、苯等 

无机物：氨气 
放射性：氡 



WHO 

沸点在 50-260C之间
的所有有机物, 除了
杀虫剂 

EU 

在 20 C条件下，蒸
气压大于0.01kPa的
所有有机物 

US EPA 

所有含碳的并参
加大气中光化学
反应的有机物 

澳大利亚国家污染物清单 

在 25 C条件下蒸气压大
于 0.27 kPa 的所有有机物 

 毒性& 刺激性: 丙酮, 脂肪烃 (C6-C12), 含
氯溶剂, 醋酸丁酯, 二氯苯, 4-苯己烯, 萜烯
（松香油） 

 致癌性: 苯, 1,3-丁二烯, 甲醛 

VOC的定义 

VOC的危害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简介 



含VOC的产品 

1. 纺织 & 鞋类 

2. 气溶胶产品 

7. 环境测试 (e.g. 
办公室) 

8. （汽）车厢 & 内
置部件 

5. 油漆&油墨 

6. 家居& 木制品 

3. 玩具 

4. 电子电器 



VOCs对环境和人类的影响 
 

 VOCs在太阳光和热的作用下能与氧化氮反应并形成臭氧，导
致空气质量变差。 (VOC + NOx  O3) 

 溫室效应气体 - 导致全球范围内的升温 

 VOC对人体的影响可分为三种类型： 
• 一是气味和感官，包括感官刺激，使人感觉干燥； 

• 二是粘膜刺激和其它系统毒性导致的病态，如刺激眼粘膜、鼻
粘膜、呼吸道和皮肤等； 

• 三是具有基因毒性和致癌性。（当然，VOC对人的影响与其浓
度有关） 

     VOCs如何入侵人体？VOCs存在于气体或蒸汽中, 通过呼吸进入人体 



民用和公共场合检测标准 



当前民用检测仪的比较 



市场甲醛传感器比较 

类型 优点 缺点 应用场景 代表厂家 

试纸或试
剂法 

快捷，低成本 定性而不定量 家用 

 

半导体式 

在较宽的浓度范围内对
甲醛有机蒸气有良好的
灵敏度，长寿命、低成
本，驱动电路简单 

 

功耗高，选择性能
较低，对甲醛、丙
酮、乙醇的灵敏度
较高、，准确精度

不够 

家用 炜盛，费伽罗 

电化学式 

 

低功耗、高精度、高灵
敏度、线性范围宽、优
异的重复性和稳定性。 

 

价格较高，抗干扰
能力弱 

家用 
英国达特，炜
盛，攀腾 

MEMS式 
体积小，易集成，低功
耗，高精度，高灵敏度 

目前较不成熟 
家用，工
业，消费
电子 

苏州慧闻，四
方光电 

PID式 检测范围宽，数值稳定 选择性差 工业检测 无 

目前市面基于气体传感器的物联网及互联网应用发展较快，
利用移动互联网衍生出一系列便捷的民用产品 



市场TVOC传感器比较 

类型 优点 缺点 应用场景 代表厂家 

半导体
式 

在较宽的浓度范围内对
有机蒸气有良好的灵敏
度，长寿命、低成本，

驱动电路简单 

 

功耗高，
发热厉害，
难与其他
传感器集

成 

家用 
炜盛，费伽

罗 

MEMS

式 
体积小，易集成，低功
耗，高精度，高灵敏度 

目前较不
成熟 

家用，工
业，消费
电子 

炜盛，苏州
慧闻，四方

光电 

PID式 检测范围宽，数值稳定 
应用范围

窄 
工业检测 无 



气体传感器的概念 

 能够感知气体的某些信息（如：浓度、种类）并把采

集到的信息转化为更易识别信号（如电信号、声信号、

光信号、质量、数字信号等）的器件或装置。 



气体传感器的类型 

 物理类气体传感器:质量型气体传感器、红外

气体传感器、电离式气体传感器、荧光气体传

感器等。 

 化学类气体传感器:半导体气体传感器、催化

燃烧气体传感器、电化学气体传感器，固体电

解质气体传感器、化学发光气体传感器等。 



我们在研究什么气体传感器？ 

 谐振式气体传感器：基于气体在敏感材

料表面的吸附所产生的质量变化所引起的

谐振频率变化而进行检测的装置 

 半导体气体传感器：基于气体在金属氧

化物表面的吸附或化学反应而引起的电

阻变化进行检测的气体传感器 



气体传感器的应用领域 

 智慧家居：燃气、煤气、甲醛、苯系物 

 国家安全：炸药、化学战剂、毒剂、毒品 

 环境安全：NOx、SOx、COx、X2、H2S、VOC、氟利昂 

 能源安全：瓦斯、 H2S 、烃类、乙醇、SF6 

 健康医疗：毒品、麻醉剂、O2、CO2、N2O、VOCs 

 安全生产：危化品、O2、酗酒、燃烧 

 智能农业： O2、N2、CO2、NH3 

 航空航天：H2、O2、CO2、甲醛、VOCs 



气体传感器的机遇与挑战 

 机遇 

 政策层面：环境安全、公共安全、国家安全 

                    节能减排、环境治理、安全防护 

 市场层面：物联网（互联网+）、智慧家居、智慧

城市、健康医疗、可穿戴器件、环境监测等 
 

 挑战 

 灵敏度、选择性、稳定性、低成本、柔性加工、集

成化、小型化、敏感机理等 

 



室内污染物气体传感器研究实例 

1 半导体 气体传感器研究 

 

2 QCM 气体传感器研究实例 



基于教科书的气敏反应设计 

SnO2/V2O5 BTEX传感器 

Sensors  and  Actuators  B  186 (2013) 126–  131 



PdAus双金属增强的甲醛传感器 

Sensors and Actuators B, In revision 

信号接收器 集成电路 



合成：醋酸锌 +六次甲基四胺 +锌粉 水热反应 95◦C  2 h 

施主缺陷增强的氧化锌六方片的酒敏性能 

Origination   Peak(nm) 
ZnO ZnO-2 ZnO-6 ZnO-10 

(CB-VB)combination 
Zni ( 2.90 eV ) 
VZn ( 2.70 eV ) 
VO ( 2.53 eV ) 
OZn ( 2.38 eV ) 
Oi ( 2.23 eV ) 
Zni+VO 

 385    
  435,     

450 
  465 

  485, 

500 
  520 
  540 

63.7 
16.2 
13.8 
3.3 
1.3 
1.5 
19.5 

63.8 
17.4 
11.4 
4.7 
2.2 
0.5 
22.1 

 48.7 
22.2 
13.1 
5.5 
8.1 
2.4 
27.7 

54.9 
18.9 
13.0 
4.6 
6.9 
1.5 
23.5 

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 2017, 9, 41559−41567 



功能化SBA-15有序介孔材料的制备及其质量型气体
传感器设计 

 制备方法：溶胶-凝胶法 

 主要工作：孔径控制、形

貌控制、表面修饰、气体

传感器 

 高的灵敏度，纳克级敏感，但

对VOCs灵敏度不够 

 常温工作、低功耗 

 选择性差 



 QCM气体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6 22.3 10
m

f f
A


    ０ 

式中,Δf是共振频率的变化(Hz),f０是QCM的固有频率，Δm是

涂层吸附气体前后的质量变化(g), A是压电活性面积(cm2)。

（Sauerbrey公式 ） 

因此，决定QCM灵敏度的主要因素为Δm/A的变化！ 

   决定QCM选择性的关键是气体吸附的选择性！ 



QCM敏感材料的选择? 

SBA-15 作为敏感材料的优点 

◆ 大的比表面积 

◆ 规则的孔径及其有序分布 

◆ 高的热稳定性 

◆ 丰富的硅羟基有利于表面改性 



基于形状契合弱相互作用
设计QCM甲苯传感器  

 J. Phys. Chem. C，2014, 118, 1879−188 



甲苯传感器敏感性能 

 J. Phys. Chem. C，2014, 118, 1879−188 



      基于螺双芴的3DMOF甲苯传
感器 

4核钙MOF的结构 

Fang Xueting, et al, Inorg. Chem. 2018, 57, 1689-1692  



NH3气体传感器研发—逆向思维 

Zhu Ye ….Xu Jiaqiang, sensors and Actuators B 256 (2018) 888–895 



Yongheng Zhu, 。。。Jiaqiang Xu. Langmiur, 2012, 28, 7843−7850 

来自教科书的启示—希夫碱可逆缩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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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2-SBA-15甲醛传感器 



Fig. 1 (a) and (b): (a) SAXS and (b) N2 

adsorption isotherms of the parent SBA-

15 and amine-functionalized SBA-15 

samples.  

Fig 3. FT-IR spectra of the parent SBA-15 

and amine-functionalized SBA-15 with 

different amine amounts. 

Fig 2. TEM images corresponding to as-

synthesized amine-functionalized SBA-15 

with desired loadings 

NH2-SBA-15甲醛传感器 



甲醛气敏性能 
NH2-SBA-15甲醛传感器 

Yongheng Zhu, 。。。Jiaqiang Xu. Langmiur, 2012, 28, 7843−7850 



Luyu Wang, …Jiaqiang Xu., to be submitted to AFM 

基于疏水性二苯砜尿干凝胶的甲醛传感器 

G1 

G2 



基于疏水性二苯砜尿干凝胶的甲醛传感器 

Luyu Wang, …Jiaqiang Xu.,  SNB，2017，248: 820-828 



Luyu Wang, …Jiaqiang Xu., SNB，2017，248: 820-828 

基于疏水性二苯砜尿干凝胶的甲醛传感器 



聚多巴胺纳米管甲醛传感器 

Dong Yan, …Jiaqiang Xu., J Mater Chem A,2016 



通过疏水化处理消除甲醛传感器的湿度误报警 

Fig. 4. (a) Image of PDA film at 90°tilt. SEM images of 

PODS-PDA films soaked in acetone at different times 

(b) 4s, (c) 5 s and (d) 6s. The insets show the thickness 

of PODS films at 90°tilt. 

Fig. 5. (a–c) Photographs of a 5 μl water droplet on 

the PODS-PDA films. (d) The photo of a 1 ml water 

droplet on the 4PODS-PDA-QCM. 

1、随着PODS的自组装程度增加，4,6,8-PODS-PDA-QCM依次呈网格状、茶叶
状、花状，PDA的暴露面积也依次变大； 

2、4,6,8-PODS-PDA-QCM都疏水，并且疏水性随PODS自组装程度增加而降低。 

 

原因： 

亲水性PDA的暴露面增加，更容易吸附水；表面粗糙度降低，亲水性降低 

Wang Luyu; et al，SNB，2018，255: 2704-2712 



通过疏水化处理消除甲醛传感器的湿度误报警 

1、PDA对10ppm甲醛的响应为120Hz，对97.9% RH的响应为330Hz，
所以区别PDA的响应来源；高湿下，PDA会发生错误响应。 

2、与PDA相比，4,5,6-PODS-PDA-QCM对10ppm甲醛响应稍有降低，
但是对97.9% RH的响应显著降低，其中6-PODS-PDA-QCM的响应最大； 

 

结论： 

1、说明PODS有效抑制了水分子吸附，对甲醛气体分子吸附影响不大； 

2、6-PODS-PDA-QCM的PDA暴露面较大，从而对甲醛分子的吸附性较
强，对水分子的吸附性抑制较弱。 

Wang Luyu; et al，SNB，2018，255: 2704-2712 



通过疏水化处理消除甲醛传感器的湿度误报警 

PDA-QCM的错误响应范围以及PODS-PDA-QCMs的正确响应范围结果。 

测试环境：50% RH 

1、PODS-PDA-QCMs对10 ppm HCHO的响应远大于高湿，而
PDA-QCM的对高湿的响应大于10ppm甲醛，说明高湿环境下，
PODS-PDA-QCMs对湿度的抗干扰能力更好； 

2、随着自主装时间越长，POD暴露面更大，正确响应范围越
小； 

综上：4-PODS-PDA-QCM的正确响应范围最大，最优。 

Wang Luyu; et al，SNB，2018，255: 2704-2712 



通过疏水化处理消除甲醛传感器的湿度误报警 

PODS-PDA-QCMs都对10 

ppm HCHO的有最高响应值，
远大于其他气体。 

说明：对HCHO有好的选择性
（氨基和醛基作用） 

4-PODS-PDA-QCMs的响应值
稍有降低，而PDA-QCM的响
应值显著降低。 

说明：4-PODS-PDA-QCMs具

有较好的重复性和稳定性（疏
水材料的自清洁能力） 

Wang Luyu; et al，SNB，2018，255: 2704-2712 



超疏水PODs表面的构建及其二甲苯敏感性能 

材料设计示意图 

Fig. 4: SEM images and contact angle test results of (a) 1PODS, 

(b) 2PODS, (c) 3PODS, and (d) 4PODS. 

Fig. 5: The polymerization process of PODS 

Wang Luyu; etnal，ACS OMEGA，2018，3（2）: 2437-2443 



超疏水PODs表面的构建及其甲苯敏感性能 

ACS Sensor，in review 

结论 
1 疏水性表面对极性气体不敏感 
2 疏水性表面对非极性气体敏感 
3 利用极性差异可以选择性分辨
二甲苯的同分异构体 

Wang Luyu; etnal，ACS OMEGA，2018，3（2）: 2437-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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