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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无止境的创新之路

— 记电子科技大学 “信息薄膜与 集成器件 ”创新研究群体

文岐业 , 荆玉兰 ' 吴国政

电子科技大学电子薄膜与集成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 , 成都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 , 北京

以张怀武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 “信息薄膜与

集成器件 ”创新研究群体 ,从小到大 ,从弱到

强 ,通过长期努力和不懈奋斗 ,在国际重大热点和难

点科学问题研究中锤炼出一支强有力的创新队伍 。

艰苦奋斗 ,长期自然形成

“我们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 ,从一个小

小的 人教研室发展成一个 多人的创新群体 ,这

是在科研教学中长期积累和 自然发展的结果 ,经历

了艰苦漫长的成长过程 ” 。电子科技大学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 、“ ”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 、国家 自然科

学基金资助的创新研究群体学术带头人张怀武教授

感慨地说 。

年初 ,群体核心人员张怀武从韩国进修后回

国 。当时电子科技大学几位从事信息材料与元器件

方向研究的教授 、副教授都已经退休 ,学科研究 日渐

式微 。张怀武教授回忆起他当时的情况说 “几间实

验室里空空荡荡的 ,几台仪器非破即旧 ,一到晚上 ,实

验室黑洞洞的 ,像忧郁的眼睛 ”。在这最困难的时候 ,

项目组里只有他们 一 个人 。成都潮热的三伏天

里 ,学校放暑假了 ,校园里安安静静的 ,课题组里几个

硕士生和本科生都休假了。微固学院 、 室就像

一个炼丹房 ,接近 ℃的室温下 ,张怀武教授一面仔细
地记录时间 ,观察仪器 ,一面推算结果 ,一会儿又快步走

上二楼 ,看看镀膜机里正在镀膜的器件的情况 。

年 ,几位核心成员先后回国 ,他们带着最

新国外研究成果和朝阳薄膜材料与器件研究方向 ,

克服种种困难 ,埋头苦干 ,促进了实验室的快速高效

发展 。他们一起筹建了原国家教委 “传感器重点实

验室 ” ,原信息产业部 “电子信息材料与元器件重点

实验室 ”并获批准 。以电子信息和光电信息的探测 、

传感和获取为主线 ,进行相关的紫蓝光域磁光信息

材料与 系统 、高温超导双面薄膜材料与电子

集成器件 、光电和电子聚合物材料与器件及铁磁薄

膜材料与器件领域的研究 。在理论基础研究 、新薄

膜材料和新发现 、新大集成器件和应用基础方面不

断探索 ,逐步形成 “信息薄膜材料与器件 ”这一研究

主线 。在光电 、铁电 、铁磁三大薄膜方向展开了基础

理论与应用基础研究 。团队核心们共处一个教研

室 ,共同承担项 目 ,共同研讨科学问题 ,共同建设实

验室以及共同指导研究生 。他们还与美国

大学磁电实验室主任肖强教授共同探讨国家科研动

态 ,共同指导了几名优秀博士生 。 年磨一剑 ,在近

年的研究历程中 ,在吸引和引进国内外优秀博士毕

业生的同时 ,注重 自己培养优秀人才 ,逐渐形成了具

有一定规模 、并有着明确的科研领域和方向的团队 。

永争第一 ,在重大项目中凝聚力且

重大项目和工程的研究 ,是促进群体快速健康

发展 ,增强凝聚力的重要手段 ,团队始终坚持在创新

中发展 ,在竞争中生存 。 年 ,该研究群体获得

国家国防重大 “ ”项 目 ,总经费达 万 ,不仅为

团队确立了研究的主攻方向 ,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

增加了团队凝聚力 。项 目以电子信息材料与新元器

件为主题 ,在铁电薄膜材料 、铁电薄膜原型器件 、磁

性随机存储器 材料芯片 、光电薄膜新效应

等重大基础问题方面进行深人探索性研究 ,吸引了

一大批国外青年人才来他们的实验室参加研究 。整
个团队人员涉及薄膜材料设计和物理模型研究人

员 、薄膜材料合成工艺研究人员 、薄膜结构和形貌 、

以及薄膜器件的集成理论与技术研究人员 。

年 ,群体获得国防重大引进工程 “ ”项 目

资助 ,总经费达 万美元 ,集中开展了单晶体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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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单晶体薄膜工艺技术及工艺设备 、混合低温共

烧 集成的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 ,以及批

量生产推广 。该研究不仅有前瞻性和广泛的国际交

流空间 ,而且极大地改进了实验手段 。通过部分设备

与研究技术的引进 ,不仅增强了团队人员的创新和探

索性开发能力 ,而且为对外交流 、引进人才奠定了基

础 ,同时也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逐渐形成思路 。

年 ,群体获得国家 “ ”重点项 目 、国家 自

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及重点项目的资助 ,从而

为光电子薄膜材料 、纳米点阵磁光信息薄膜材料 、自

旋纳米结晶体管材料与器件的深人研究提供了条

件 。围绕这些项 目 ,他们对群体人员的构成和研究

重点进行了调整 ,加强了基础研究的力量 。实现了

由重视应用向重视基础研究的转变 ,提升了群体的

整体创新能力 。他们进行了理论探索 ,对新薄膜材

料与新效应进行研究 ,并与新器件应用基础研究相

结合 ,形成一支稳定的团队 。

年 ,在美国 大学的肖强教授被

聘为教育部 “长江计划 ”讲座教授 ,继续与群体一起

从事自旋电子学的研究 ,弥补国内团队实验手段不

足的弱点 。他先后得到美国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美

国国防部 、美国化学学会 、著名的 硬盘技术

公司和 科学仪器公司资金资助 ,研究项 目涉

及磁性多层膜和纳米颗粒等磁性纳米结构中的自旋

效应研究 。他同时注重团队留学人员的培养 ,很好

地加强了国内外之间的合作交流 。

年 ,群体在 “十五 ”国防重大基础研究项 目

的基础上 ,先后获 “信息薄膜材料基础 ”国防 “ ”重

大项目 一 年 ,总经费 万元人民币

科技部 “ 英寸大尺寸 单晶体磁光材料 ”中欧国

际合作项目 一 年 ,总经费 万元人民币

的支持 ,这两个项 目使群体的研究方向更加明确 ,基

础更扎实 ,研究手段更完善 ,并达到国际研究水平 。

通过这些重大工程项 目和科学项 目 ,逐步形成

了信息薄膜材料与器件这一主题研究方向 。在大型

国际合作项目和国家级项 目的支撑下 ,在国家 “ ”

工程 、“ ”工程的重点经费投人下 ,形成了良好的

研究条件 。此外 ,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 “电子薄膜与

集成器件 ”优越的管理体制和研究平台 ,以几位骨干

为核心 ,逐步形成 了目前具有 位教授 、 位副教

授 、 位中 、初级科技人员的创新团队 ,同时还有

多名博士生 , 多名硕士生常年在实验室工作 。

创新求变 ,弄潮国际前沿

张怀武教授认为 ,科学研究必须具有世界眼光 ,

国际最前沿的研究才具有最大的推动力 。群体通过

多年的研究 ,认识到多元化 、复合化 、一体化和兼容

化的新型电子信息材料与器件的设计 、合成和制备

是未来电子科学与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现代

电子信息系统是由信息获取 、存贮 、处理 、传输 、显示

等部分组成 。在电子信息技术推动下 ,其发展趋势

是尽可能将上述各种信息相关方式以 技术集

成在一起 ,甚至形成单芯片系统 ,以实现电子系统的

体积更小 、速度更快 、功耗更低的发展要求 。目前 ,

信息的处理和存储已高度微型化和集成化 ,因此如

何将信息的获取也集成起来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 。

众所周知 ,信息的获取是靠功能材料的电 、磁 、声 、光 、

热 、弹等特性来实现的 ,因此 ,将这些功能材料与现代

半导体材料和光电子材料相结合就变得非常的迫切

和重要 ,尤其是将功能材料的电磁特性与半导体的电

子输运特性相结合 ,形成新型的介电一磁性一半导体

光电复合固态物质 ,进而构成新一代 集成电子

器件已成为国际电子信息技术发展的主流方向之一 ,

并对电子材料与器件的研究开发以及信息科学与技

术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

该群体正是在这一国际最前沿的信息变革热潮

中不断得到锤炼 ,不断寻求新的学科凝聚点 ,不断获

得创新与提高 。一方面 ,由于无源与有源电子器件

的结构复合与性能多功能化 ,单 片集成与混 合

集成的交叉化 ,导致传统体材器件向分层薄

膜 、复合薄膜 、混合薄膜和兼容性薄膜及半导体基体

上的平面器件转变 另一方面 ,由于数字化系统和固

态组合系统的发展 ,采用半导体衬底及半导体薄膜

工艺 ,使磁光电薄膜直接在芯片上形成二维磁电器

件 、光电器件和微波器件 ,进而组合成系统 ,这使得

电子材料 、电子器件和电子系统之间的界面变得更

加模糊 ,甚至消失 。自旋电子学中固态电子薄膜既

是信息材料技术的新一代物质形态 ,又是现代半导

体技术的物理载体 。将低维材料设计理念 、纳米级

薄膜技术 、自旋微型 “面上 ”器件和混合集成系统进

行一体化研究 ,加深了 “物理建模一计算模型一优化设

计 ”与 “薄膜材料工艺技术一自旋器件技术一混合 光

电磁 集成系统 ”之间研究方法的融合以及学科的交

叉 。毋庸置疑 ,采用介电一磁性一半导体光电三者的

薄膜化技术和相互大 集成技术开发电子薄膜

与集成器件必将迅速成为未来信息技术发展的前沿

和创新的源头 ,也将在电子信息与光电信息领域引

起划时代的变革 ,因此 ,也就形成 了群体研究的主

题 。该领域已成为当前美 、日 、欧等国作为国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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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相追逐的重点 。

面临如此发展态势 ,为了实现国家战略目标 ,在

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必须集中力量大力发展 自旋

电子学相关的电子薄膜与 集成器件技术 。群

体骨干李言荣教授说 围绕这一主线 ,他们始终以国

际研究前沿为标尺 ,独辟蹊径 ,坚持 自主创新 ,经过

近 年的研究与探索 ,在这个方向上取得了重要突

破 ,同时形成了强大的研究群体 ,建成了国家重点实

验室 ,这都是弄潮国际学术前沿所带来的丰厚回报 。

永无止境的创新之路

经过 余年的发展 ,张怀武教授带领的信息薄

膜与 团队 ,科研成果不断涌现 ,科研力量不断

增强 ,获得了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的资助 。但是 ,

埋藏在几位群体骨干及其团队成员心底的那份科研

执着没有变 ,那就是 “做真正意义上的 、有价值的和有

影响的研究工作 。”针对信息薄膜与集成器件这个重要

领域 ,他们高瞻远瞩 ,为创新群体提出了 个创新内涵

群体成员们认为 “内涵之一是理论探索新机

理 内涵之二是各种新 自旋材料和复合多性材料的

发现 ,包括铁电一铁磁薄膜 、铁磁一超导薄膜 、铁磁一有

机光电薄膜等薄膜原位生长 、界面控制等材料问题

研究 ,还包括从原子团簇出发的复合材料属性研究 、

复合材料低温共烧 原理 、微观结构与宏观参

数之间的关系探索等科学问题 内涵之三是单个电

子器件设计与 集成问题 包括材料哪两种自

旋异质结可组合成高效自旋器件 。如何实现无源电

感 、电容 、电阻 、变压器 、滤波器等 器件集成 ,

铁电 、介电 、铁磁 、有机等多层共形器件 集成

等重大科学问题 ……”

他们就是这样不满足的一群人 ,相信在科学的道

路上永无止境 ,相信想得有多深 ,就可以走得有多远 。

他们就是天生的行路者 ,努力地在信息材料的

世界里绘织自己的梦想 。

` `

夕 勺 , , , 尸 , 饰 , 。 ,

夕 , 二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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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寒武纪瓮安生物群动物胚胎化石的研究又取得重要进展

最近 ,瓮安生物群动物胚胎化石的研究又取得

了重要进展 。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陈均远研究员为首的一个国际科学小组利用 目前世

界上最先进的微体化石三维无损成像技术 — 同步

辐射相位衬度显微断层成像技术 ,研究了两颗立体

保存且有极性分化的动物胚胎化石 ,这两颗精美的

胚胎化石来 自我国贵州埃迪卡拉纪瓮安生物群 ,距

今约 亿年 。相关研究成果不久前发表在美国科

学院院报 尸 期刊上 。这是该科学小组继

年和 年在 。期刊上分别报道最古老的

“两侧对称动物小春虫化石 ”和 “具极叶的动物胚胎

化石 ”以来 ,为论证前寒武纪瓮安生物群中已经存在

两侧对称动物增添的又一力证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随着我国云南澄江动物

群的发现和研究 ,一个关于地球生命演化的理论 假

说 — 寒武纪大爆发理论 假说 被推向高潮 。该

理论 假说 认为 ,后生动物 ,特别是两侧对称的三胚

层动物在寒武纪初期的几个百万年的时间内迅速崛

起 ,并成功实现了大规模辐射式演化 ,基本上占领了

当时海洋中所有的生态位 ,使得包括脊椎动物在内

的现今地球上所有的复杂动物门类在 亿年前全

部出现 。寒武纪大爆发理论 假说 曾一度被认为是

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严峻挑战 ,因为古生物学家并未

在前寒武纪地层中找到确切的后生动物化石来证明

寒武纪大爆发的源头 。然而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相关

研究却认为 ,寒武纪初期后生动物的辐射式演化并

不是一个没有源头的爆发 ,恰恰相反 ,它有一个深埋

在晚前寒武纪的 “根 ”。古生物学和现代分子生物学

的不同观点使得追寻寒武纪大爆发源头 ,即所谓的

“溯源之旅 ”越来越受关注 ,以至于在前寒武纪地层

中发现确凿的后生动物化石群成为从事早期生命研

究的科学家们梦寐以求的愿望 。

地球科学部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