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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锌，已在许多领域有了广泛应用，但它作为半导体发光用途，
却是一种新型光电材料，有许多科学难题亟待深入研究解决。三月的
一天，记者来到坐落于杭州西子湖畔的浙江大学玉泉校区。见到浙江
省特级专家、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叶志镇之前，我们了解到，他二
十多年如一日，坚持在氧化锌（ZnO）材料物理、制备技术和光电应用
领域积极探索，做了大量系统性的原创工作。如今，他在 ZnO 领域的
相关研究成果已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省部科技一等奖 2 项、
二等奖 3 项等，发表国际期刊（SCI 收录）论文 200 多篇，著作 2 本，
授权中国发明专利 43 项。他的学术论文被国内外同行正面引用 3300
多次，有力地促进了国际 ZnO 研究的进展，为我国自主发展 ZnO 产业
奠定了重要基础。如今叶志镇已经是国际 ZnO 研究领域享有盛誉的专
家，而他的目光却不止于此，他还时刻关注着国家节能减排重大战略；
他的目标是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节能环保廉价的 ZnO 发光照明
器件在不久的将来走进千家万户。
梅花香自苦寒来：来自浙南山区的学子

1955 年，叶志镇出生于浙江平阳县（今苍南县）的一个小山村。
在那个偏远而贫穷的小山村，叶志镇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时逢
“文革”，“读书无用”的观点大行其道，正常的教学秩序业已瘫痪，
求学中的叶志镇被迫两度辍学。然而，完全放任自流的时代并没有让
他对自己放松要求，虽然对未来，难免有迷茫和困惑，但他从来没有
放弃过学习，常常利用业余时间刻苦攻读。即便是后来参加了工作，
无论是当农民、做中学教师，还是担任区政府的青年干部，他始终都
保持着对知识和文化的向往，保持着广泛阅读的习惯，这种习惯开阔

了他的视野，帮助他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坚定了他的“大
学梦”和“科学梦”。他相信，有朝一日，知识总是能有用武之地的。
事实也正如他所愿。随着 1977 年春天的到来，“国家恢复高考制
度”的消息也随着春风而来。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叶志镇多年
的学习积累终于为他播种下希望。那一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
大学电机系，开始了他的大学之旅——1981 年获学士学位，1984 年获
硕士学位，1987 年获博士学位。十余年的学习，他以勤恳为犁，在浙
江大学这一片沃土上辛勤耕耘。留校工作两年后，现实工作中的各种
问题又令他向往开阔的国际学术舞台，1990 年，被授予包玉刚留学生
奖学金的他，以访问科学家的身份远赴美国，前往麻省理工学院电机
系学习。
麻省两年，对于国际半导体薄膜前沿，叶志镇有了深入的接触。
学成之际，麻省理工学院有教授以高薪和良好的科研环境挽留于他，
都被他一一谢绝。这个从山村走出来的青年，依旧有着山村的质朴，
“是国家出钱培养了我，回国效力，天经地义”，被问到回国之际的
想法，叶志镇如是说。他所期望的，原本就是用自己的所学知识，取
得创新成果，为祖国尽一份自己的力量，这只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
终于在涅磐之后飞回了养育他的故土。
回国之初，浙江大学的科研条件十分困难，叶志镇勇于迎接挑战，
与中科院沈阳科仪中心合作，针对我国纳米薄层晶体材料制备装置落
后制约了材料发展的现状，发展了低温外延技术，自主研发了具有实
时监控功能的超高真空化学气相沉积（CVD）设备，这是我国第一台相
关设备，起到了标杆性作用。随之，又研发了新颖高真空金属有机化
学气相沉积（MOCVD）设备等，而其自主研发的系列高真空 CVD 设备也
在全国 60 余家重要科研单位得以推广应用，满足了国内对硅基和化合
物纳米薄层材料可控生长的要求。
因为工作业绩突出，为我国自主发展 ZnO 产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他曾先后获评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全国先进工作者、被授予“金牛奖”，
浙江省首批“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和

浙江省特级专家，并入选国家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和国家“百
千万人才工程”培养计划。一路走来，叶志镇甘于科研路上的寂寞，
从不轻言放弃，仿佛梅花，历尽苦寒的考验，方有清冽的芳香。
梅花傲雪一枝独秀：从 ZnO 研究起步
ZnO，是他一生从事的科研领域，也是他一生化不开的情缘，成就
了他关于科学的梦想。
从专业角度，ZnO 是一种多功能材料，在许多领域有都广泛应用。
利用 ZnO，可以研发透明导电薄膜，在太阳能电池透明电极等节能技术
领域将发挥得发挥重要作用；可以研发 ZnO 纳米材料，通过其形态与
功能的丰富多彩，推动纳米材料科学与应用研究的不断发展；还可以
研发成一种新型光电材料，解决半导体节能发光的关键问题。随着科
技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ZnO 也逐渐渗透到许多新兴领域，用于排解各
种亟待深入研究的科学难题，尤其是 ZnO-LED 在发展节能减排、低碳
经济方面的发光节能应用前景，现已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看好。
“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凌冬独开，又报尽春机。
在 ZnO 研究上，叶志镇教授课题组也是一树迎风傲雪的梅，从一片苍
茫中亮出自己的色彩，成为国际上较早开展 ZnO 光电材料研究的小组
之一，而叶志镇本人，对 ZnO 研究也已经钟情了 25 年之久。
还是在 1985 年，叶志镇在浙江大学进行博士研究时，就已经开展
了 ZnO 薄膜掺杂与光电应用研究。他提出的 ZnO 掺铟制备透明导电薄
膜，因其工作具有明显的创新表现，被授予 1988 年浙江省科技进步奖。
此后，他还探索了掺 Al 制备透明导电薄膜，取得阶段性进展。最近，
为了获得性能更好的薄膜，他又选择了以 Ga 作为掺杂元素，该薄膜的
成功制备，不仅标志着我国 ZnO 薄膜的光电性能走向国际前列，还为
太阳能电池等提供了高效透明电极，使其节能技术得到更加充分的发
挥。
在他的科研生涯中，作为学科带头人，叶志镇始终站在 ZnO 研究
的最前沿，多次获得国家“973”项目中有关 ZnO 光电材料课题、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ZnO 重点项目和 ZnO 重点项目群项目，以及国家科技部

ZnO 产业化创新基金等重点项目的支持。其间，他不断拓展研究角度和
思路，ZnO 薄膜掺杂与光电应用研究之外，在 ZnO 低维结构材料的可控
制备及场发射方面，也做出了很大成绩。如在无催化、可控生长的条
件下，他研制出硅上准直排列六方单晶 ZnO 纳米管，进而可控生长出
尖锥状 ZnO 纳米线阵列和 ZnO 量子点等，并且从理论上揭示了其生长
机理。其中，场发射增强因子位居国际先进水平，而他们的项目“基
于纳米管、纳米线等低维结构材料可控生长与应用基础研究”获 2007
年浙江省科技一等奖。
随着叶志镇 ZnO 研究工作的深入与拓展，不断有优秀青年学者加
入团队，他的这株“梧桐树”终于引来了越来越多的“金凤凰”。目
前，在他所带领的研究团队下，已拥有 9 位教师——其中 3 位教授，
且教师中绝大部分是留学美国、英国和日本归来的年轻博士，以及 40
多位在读博士生、硕士生。他们分工明确，合作无间，整个课题组高
效运转。在叶志镇的带动下，他们不断创新，成果迭出，逐渐成为在
国际 ZnO 材料研究界充满活力、颇具影响的研究团队之一。
梅花报春：绿色照明新蓝图
在 ZnO 薄膜掺杂与光电应用领域研究多年，“绿色照明”已经成
为叶志镇的一个重要追求。
据介绍，作为国家重点发展产业，半导体发光二极管（又称 LED）
以节能、环保、寿命长三大特点著称。目前，市场上大量使用的蓝光
LED 其芯片材料以半导体 GaN 为主，而当 GaN 被制成 LED 时，首当其冲
的便是 p 型掺杂之难题。从国际范围上讲，日本和美国在 GaN-LED 领
域拥有无可争议的先机，从材料生长、p 型掺杂，一直到 LED 制备，两
国在一系列核心技术方面拥有完全独立自主的知识产权，这种技术上
的“垄断”也为其他国家发展 GaN-LED 产业带来了困难，极容易陷入
受制于人的窘境。此时，科研工作者们另辟蹊径，发现 ZnO 的许多特
性都与 GaN 极为相似，更重要的是，ZnO 还有着 GaN 所不具备的优势：
物产更丰富、原料价格低廉、加工费用低、对环境比较友好、不易造
成污染、生物兼容性强等。根据各方面分析，ZnO 都具有很大的潜力，

那么，它能为下一代节能低成本的绿色照明核心材料么？答案是肯定
的！经过研究，科研工作者们发现 ZnO 完全可以用做紫蓝光 LED，且常
温电注入受激发射紫蓝光特性更好！更重要的是，在 ZnO 研究上，我
国与国际是同步的，并拥有核心技术方面的自主知识产权！叶志镇课
题组就是由国家“97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支持，在国际
上较早开展 ZnO p 型掺杂的研究小组。
与 GaN-LED 研究一样，叶志镇教授课题组在研制 ZnO-LED 时首先
碰到的难题也是 p 型掺杂。
“ZnO 掺 N，由 N 替代 O，可制备出 p 型 ZnO。”看上去，这个制
备过程似乎十分简单，但是究竟如何提高 ZnO 中 N 的固溶度，以制备
空穴浓度较高的 p 型 ZnO 呢？经过多方验证，叶志镇先后提出了多种
新方法。
2005 年，他们首次报道了采用 MOCVD 方法结合混合源 N 掺杂技术，
研制出 p 型 ZnO 以及 ZnO-LED 原型器件，其室温电致发光性能优于同
期日本分子束外延（MBE）掺 N 法！
2006 年 12 月，美国波士顿 MRS 秋季大会，作为两名被邀专家之一，
叶志镇在首届 ZnO 专题会议上作了邀请报告！
从 ZnO 材料制备、p 型掺杂到 LED 研制的核心技术，叶志镇课题组
获授权中国发明专利 30 余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从此，在国际 ZnO 舞台上，叶志镇课题组关于 N 掺杂的基础研究
工作被公认为具有原创性，对当时国际 ZnO 研究具有推进作用，他对
ZnO 发光研究的前景也进一步明朗起来。当然，任何事物的创新和发展，
都是不断挑战、不断超越的过程。对叶志镇来说，正是这种在困难面
前从不低头、“万事敢为天下先”、不断开拓的勇气和能力为他带来
了科研上的飞跃。
近年来，叶志镇又发明了 Na 掺杂方法，由 Na 替代 Zn 制备 p 型 ZnO，
在国际上首创了 Na 掺杂 ZnO-LED 新技术。2008 年 6 月，在美国电子材
料 50 周年国际大会上，叶志镇第一个报道了发紫蓝光的 Na 掺杂硅基
ZnO/ZnMgO 多量子阱 LED。2009 年，他们提供的 4 批 22 个样品通过了

信息产业部专用材料质量检验中心（CMA，国家检测法定单位）和美国
ZnO 研究专家 DC Look 教授的检测。结果显示，他们的 p 型 ZnO 薄膜“空
穴浓度为 1017—1018/cm3，最高为 1.26×1019/cm3，指标为国际先
进”。这项技术为获得性能更好的 p 型 ZnO 开辟了一条新路，是对 ZnO
的 p 型掺杂技术的新突破。同年，他们还获得了 Na 掺杂 ZnO 同质 pn
结 LED 长时间发出高亮度光的结果。一系列的理论和实验研究均指向
同一个结果——Na 掺杂 p 型 ZnO 的空穴浓度和稳定性比掺 N 的更为优
越！
这些最新的研究，有力地促进了国际 ZnO 发光研究的进程，同样
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关注。2009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对“九
五、十五”期间第一个“光电信息功能材料”重大研究计划结题时的
成果进行了评选，他们的工作当选为五个亮点成果之一。
谈到自己的创新性研究，叶志镇对“创新”之概念颇有所感，他
认为，创新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动力，已经成为国人的共
识。但具体到他本人，创新应该是一个系统，包括三个环节：即知识
创新、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三个环节，环环相扣，形成一条创新链，
创造出价值，才能利国利民。这种创新观，帮助叶志镇开启了事业的
另一种可能。
目前，叶志镇已着手把 ZnO 研究向产业推进的计划，向着 ZnO“蓝
光宏图”迈进。利用发明的核心专利，叶志镇课题组与知名企业进行
合作，创建起杭州兰源光电材料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从事 ZnO-LED 开
发的科技公司，已获得国家科技部产业化创新基金支持，在产、学、
研一体化的模式下，他们将从 ZnO-LED 开发过程中做到知识创新、技
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相结合，形成较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价值链，最终
以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为目标，以造福社会。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叶志镇已做出详尽的规划。他认为，首先要
在科学上深刻理解 ZnO 中杂质、缺陷行为并加以调控；其次要在技术
上突破高效稳定 ZnO 的 p 型掺杂方法，获得实用化的技术；最后，研
制出高效 ZnO-LED，争取环保节能、低成本的 ZnO-LED 产业化早日实现。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叶志镇也深知目前的 ZnO-LED 的研发尚未达到
GaN-LED 的水平，要想实现产业化困难重重，但为了实现国家 LED 产业
的自主创新，实现 ZnO 绿色照明的梦想，他表示，将和他的团队义无
反顾地走下去。
恬淡如梅 生生不息
从 1978 年春到 1987 年冬，叶志镇在浙江大学度过了十年寒窗。
博士毕业后，他就在硅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从事半导体薄膜教学与科
研工作，迄今已 22 年。人的一生，又有几个 22 年呢？
有人曾说，如果选择北京、上海等地更好的科研单位，叶志镇的
事业也许会有更大的发展。但是，叶志镇心底却从没有在意过这个“如
果”，在他看来，浙江大学是培养他科研生命的摇篮，也是为他提供
施展才华的舞台，他经常说：“羊跪乳，鸦反哺，浙大培养了我，材
料系成就了我，我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在工作。”正因如此吧，所以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他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
硅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于 1985 年，原名为高纯硅及硅烷实验
室，是国内首批建立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之一。1991 年底，因为成果少、
人才少，面对第一次国家评估时，就遭遇了“黄牌警告”。叶志镇的
同事回忆说，“最初课题组的资源并不充足，很多设备需要进口，耗
资很大。没有设备就没有基础，这意味着要比普通的半导体材料需要
更多投入。”1992 年，叶志镇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成归来，临危受
命，出任该实验室副主任一职，挑起了教学科研与管理两项重任。
面对当时的种种危机，叶志镇没有退缩。多年的学术积累和磨砺，
令他充满了意气风发的自信。那时候，他总是及时向学校汇报他的建
设思路，从学校、浙江省，甚至国家为实验室争取各种资源。就这样，
在他的不断坚持和推动下，实验室半导体薄膜研究起步了。短短两三
年间，他将麻省理工学院的经验与浙江大学的实际相结合，取得了很
好的成效。1994 年，该重点实验室创建十周年之际，叶志镇晋升为教
授，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并获“金牛奖”。还是这一年，由于原来
实验室名称涵盖的研究领域太窄，实验室正式更名为“硅材料国家重

点实验室”。
正当实验室的发展风生水起之时，新的波折又落到了他们的头上。
到 1996 年，虽然实验室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研究骨干人员缺
乏、研究领域不宽等原因，在对全国材料与工程领域的 29 个优良实验
室进行的第二次评估中，该实验室排名第 26 位，而在其之后的三个实
验室都被“红牌罚下”，该实验室也险遭落马。
第二年，叶志镇开始担任硅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在阙端麟
院士的支持下，从硅单晶到半导体薄膜，再到复合半导体材料，该实
验室研究领域逐渐得到拓展；国际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量也从几十篇
增加到几百篇；发明专利从几个增加到几十个。到 2003 年，第三次评
估时，“留用查看”的硅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不但没被淘汰，而且在
同行排列中前进了多位。到 2008 年评估时，该实验室已拥有了两项国
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2009 年 3 月，叶志镇辞去
了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的职务，从临危受命到卸任的 12 年间，实验室
从险些取消到站稳脚跟、全面发展，公正地说，他为这个实验室的发
展和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国家半导体材料的发展做出了
成绩。
“作为实验室领导，他意志坚定，对他认为正确的事情非常坚持，
同时他也善于集思广益，无论是写课题申请，还是平时工作中，都非
常重视大家的意见，包容性很强。”在采访中，同事们都认为半导体
薄膜研究的发展得益于叶志镇的做事魄力和人格魅力，认为正是这种
感召将大家凝聚在了一起。作为一支团队的领头人，叶志镇很重视团
队的整体建设，一方面从事业发展的需要出发，致力于实验室研究领
域的拓宽，一方面以开放的胸怀关怀青年人才的培养。“有家境不好
的学生，叶老师给他们讲撒切尔夫人的例子，鼓励他们不要抱怨出身
和父母。学生的新年联欢，社团活动，只要邀请了叶老师，他就必定
出席，不仅准备热情洋溢的发言，有时还会很大方的表演节目。”提
及叶志镇，他的学生们这样说。

而在担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的同时，从 1999 年起，叶志镇就开
始担任浙江大学材料与化工学院副院长。2009 年，浙江大学对院系结
构进行了调整，他又被委任为浙江大学材料系主任。此时，作为我国
高校中第一个的创立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系，成立于 1978 年的浙江大学
材料系，已历经 30 余年的发展，成为国内一流的学科。身为材料系新
任掌门，叶志镇上任伊始，便提出了“两高一低”——即“高效率转
换、高密度存储和低损耗传输”的节能减排新能源材料理念，正信心
十足地带领浙大材料系的教授们，在瞄准学科发展国际前沿，围绕国
家能源和安全重大需求、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培养一流人才等方面做
好文章，做大文章，为把浙大材料学科建成国际一流学科而努力奋斗
着。

采访手记：
二十五年的艰辛在我们谈笑中一一闪过，一个具有崇高理想、坚
定信念、宽广心胸和淡定气度的叶志镇教授在我们脑海中愈发清晰。
浙大后面的“品梅苑”。一朵朵粉红色的小小梅花，清新淡雅，
绽放在虬曲的枝头，一阵微风下，一些花瓣在空中飞舞，更多的则在
枝条上纹丝不动。不似牡丹那样华贵艳美，也不像秋菊那样千姿百态，
没有绿叶的陪衬，却在散发出缕缕幽香。杭州梅花，从容、淡定、坚
贞，素有“四海无同类”的美名。小小的花朵，即便承载着严寒和风
雪，也依旧旁若无人地盛开。
想想叶志镇，无论担子多重，他坚韧不拔、百折不挠；无论成就
多高，他依然那么朴实、平淡、与人为善。在所有的喧嚣都散尽之后，
他就像一枝梅花默默绽放，暗自吐香，没有什么炫耀，向人们送来春
的气息，而他自己，也在默默奉献中追寻新的更高目标，在芬芳满园
中变得更加丰富、更加淡定。
那是梅的风骨，亦是他的风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