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化锌：绿色照明的新希望
——浙江大学叶志镇教授及其团队自主创新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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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改革开放 30 年的发展，我国的科技创新无论是从能力上还是体制上都
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生物、纳米、航天等科技领域已跻身世界先进水平。然
而，中国目前科技创新的整体现状仍然不容乐观，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的基础
研究较薄弱，一些前沿科技仍落后于发达国家。幸运的是有那么多优秀科学家在
为国家的振兴而努力工作着、奉献着。即便他们碰到各种困难，甚至遭到严重挫
折也绝不轻言放弃，浙江大学叶志镇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

叶志镇——浙大 ZnO 团队带头人
叶志镇教授目前主要从事半导体薄膜科学与技术研究。20 多年来他一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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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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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项。
在他研究生涯中曾经获得过多项关于 ZnO 材料的“首个项目和奖项”：国家
“973” 项目中首个有关 ZnO 光电材料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首个 ZnO 重点项
目和首个 ZnO 重点项目群的项目、国家科技部首个 ZnO 产业化创新基金。叶志
镇教授团队的“ZnO 基材料生长、p 型掺杂与室温电致发光”研究成果获 2007 年
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叶志镇提出了系列 ZnO p 型掺杂技术路线，学术论文被他人正面引用 2500
余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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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今 ZnO 研究领域国际知名学者。
随着浙江大学在 ZnO 领域研究工作的深入与拓展，不断有优秀青年学者加入叶
志镇团队。目前他所领导的研究团队有 11 位教师和 40 多位在读博士生、硕士生。

-1-

教师队伍中有 3 位教授、5 位副教授（副研究员）和 3 位博士后。他们中绝大部
分是留学美国、英国和日本归来的年轻博士，围绕 ZnO 发光应用研究，他们有
的负责材料制备与 p 型掺杂，有的负责物性表征和理论分析，有的负责器件设计
与工艺。分工明确，合作无间，整个课题组高效运转。他们不断创新，成果迭出，
成为了一个在国际 ZnO 材料研究界充满活力、颇具影响的研究团队。

叶志镇教授团队部分教师与学生照片

叶志镇教授是浙大求是特聘教授、浙江省特级专家。他是这个团队的学术带
头人，带领大家在自主研发 ZnO 材料及光电器件的过程中付出了很多努力，也
取得过不少成绩。笔者以前曾经报道过他们团队的工作，所以一直比较关注他们
课题组的动态。最近我们抱着求实的态度再次走访浙江大学叶志镇教授，与他们
团队人员进行座谈，并参观了他们工作的实验室。通过这次采访，我们了解到叶
志镇教授带领着他的团队克服了近一年来网络上匿名文章带来的干扰，努力地把
工作做得更加扎实，在研发 ZnO 光电材料及器件的自主创新方面又取得许多新
的进展。为此，笔者也深受鼓舞。

ZnO——绿色照明新使者
氧化锌，已在许多领域有了广泛应用，但它作为宽带半导体发光用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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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nO 的优势在于廉价、
环保，它可发紫蓝光，并由此开发节能环保长寿命的固体发光器件。所以它有望
成为下一代节能廉价的绿色照明核心材料。同时它又可研发透明导电薄膜，在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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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电池透明电极等节能技术领域也将发挥重要作用。目前 ZnO 材料在光电领域
的应用性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在能源、节能技术方面的应用前景被广泛看好。
ZnO 发光二极管（LED）电发光的前提是形成半导体 pn 结。ZnO 需要通过
掺杂实现 p、n 型导电类型的调控。这是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工作。制备优质
n 型 ZnO 材料不是难题，难得是制备优质的 p 型 ZnO。也就是说，ZnO 实现发
光应用的关键是稳定高效 ZnO 的 p 型掺杂，这一点却是长期以来一项公认的国
际难题。
叶志镇教授课题组是国际上较早开展 ZnO 的 p 型掺杂研究的小组。前期的
工作主要是研究如何把氮（N）元素有效掺入 ZnO 中。根据半导体理论，如果能
把外层 5 个价电子的 N 替代 ZnO 中有 6 个价电子的 O，就能产生 1 个空穴从而
使 ZnO 实现 p 型导电。但 N 在 ZnO 中固溶度很低。为了提高 N 在 ZnO 中的固
溶度，获得性能较好的 p 型 ZnO，在国家“97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等项目
的支持下，他们数次研制、改进材料生长设备，不断摸索材料生长条件，先后提
出了多种创新的方法。2005 年课题组于国际上首次报道采用金属有机化学气相
沉积（MOCVD）结合混合源 N 掺杂技术研制出 ZnO 的 LED 原型器件，实现了
室温电致发光，发光性能优于同期日本分子束外延（MBE）掺 N 法。2006 年叶
教授应邀在美国 MRS 秋季大会首届 ZnO 专题会议上作报告，当时受到邀请，从
事 p 型掺杂研究的国际学者有 2 个，叶教授被安排作第一个发言。叶教授课题组
关于 N 掺杂系列的基础研究工作具有原创性，使得实现 ZnO 光电应用的前景进
一步明朗，对当时国际 ZnO 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有推进作用。也因此获得了 2007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希望——在不断前进中长成
在这次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在获得国家奖之后叶志镇课题组又研究出了一种
新的制备 p 型 ZnO 的方法，国际上第一个用外层 1 个电子的 Na 替代 ZnO 中 2
个电子的 Zn 产生空穴、实现 p 型导电的掺杂方法。经过他们的理论研究和实验
结果都表明 Na 掺杂的 p 型 ZnO 的空穴浓度和电学稳定性比先前由 N 掺杂的 p
型 ZnO 在性能上更具优势，并且已经制备出性能良好的 p 型 ZnO。4 批 22 个样
品经信息产业部专用材料质量检验中心（CMA，国家检测法定单位）和美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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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ZnO 研究的 DC Look 教 授检测 ，测 得 p 型 ZnO 薄膜 的 空穴浓度为
1017—1018/cm3，最高为 1.26×1019/cm3，指标为国际先进；同时他们的样品也经
上海中科院微系统和信息技术研究所测得了 p 型 ZnO 薄膜有关数据。而这一技
术路线为获得性能更好 p 型 ZnO 开辟了一条新路，这是对 ZnO 的 p 型掺杂技术
的新突破。在此基础上，课题组于 2008 年 6 月在美国电子材料 50 周年国际大会
上第一个报道由 Na 掺杂制备硅基 ZnO/ZnMgO 多量子阱 LED 并发出了紫蓝光。
而且通过对 LED 电极、器件工艺的不断完善，在 2009 年又取得了 Na 掺杂 ZnO
同质 pn 结 LED 在室温下电注入长时间、大面积发出高亮度类白光的实验结果

ZnO-LED 原型器件电发光照片

这些最新研究进展不仅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关注和响应，促进了国际 ZnO
研究的进展，而且离叶教授和他的团队定下的要研发成功一种下一代节能环保廉
价 ZnO 白光照明新材料，为我国节能照明提供新的技术的目标也越来越近了。

ZnO“蓝图”——就在不远处
在这次采访中笔者还了解到，叶教授已着手把 ZnO 研究向产业推进的计划；
他们已经踏上从研究向产业化迈进的征程，向着 ZnO“蓝光宏图”迈进。目前，他
们利用发明核心专利与知名企业合作，建立杭州兰源光电材料有限公司。这是一
家从事 ZnO 掺杂关键技术和器件设计研发的科技开发公司，2009 年获得了国家
科技部支持，承担我国第一个 ZnO 材料发光应用的产业化创新基金。公司计划
把 ZnO 光电材料的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结合起来，在原有技术支撑的基础上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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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更多与 ZnO 应用核心技术相关的原创性成果，形成较完整的自主知识产权价
值链，尽快研发出若干种独有的具有实用价值的材料及其 LED 制备新技术。2010
年将加快研究步伐，最终将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为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建设发展
作出贡献。也许这是一条艰难的路，但为了国家的自主创新，他们义无反顾。
对于未来的具体研究方案和目标，叶教授已做出了详尽的规划。首先深刻理
解 ZnO 中杂质、缺陷行为并加以调控，继续推进高效稳定 ZnO p 型掺杂技术，
努力获得实用化的 ZnO p 型掺杂技术。在此基础上，为了提高发光效率，需制备
出优质的 ZnO/ZnMgO 多量子阱异质结构，设计 ZnO-LED 的芯片结构，提高其
发光的量子效率。然后进行器件结构的设计，提高出光率，研制出高效 ZnO-LED，
争取廉价、环保 ZnO-LED 产业化早日实现，在节能廉价环保固体白光照明中发
挥重要作用。
尽管科学的理论是深奥的，但我们相信：经过叶志镇教授课题组和国内 ZnO
材料专家的共同努力，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节能环保廉价的 ZnO 发光照明
器件在不久的将来有望走进千家万户。

创新——源自博学加勤奋
叶志镇教授时刻关注国家节能、减排重大战略，积极发展半导体材料在光电
节能技术方面的应用。在笔者看来，他之所以能够取得一系列创新成果，除了思
维开放、眼光敏锐、执着追求的个性外，还与他的光、电和材料多学科交叉的背
景有关。叶志镇于“文革”结束后第一批考进浙江大学电机系，而后硕士、博士在
浙江大学光仪系就读，并于 1987 年 12 月在光学薄膜方向获得博士学位。1988
年 1 月进入浙大材料系硅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工作，主要从事半导体薄膜光电材
料技术教学、科研工作。本科电气和研究生光学的学科背景，对他现在从事半导
体光电材料技术研究是很有益处的。
30 多年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多少个夜晚、多少个周末，他与研究生在实
验室度过的。叶教授不仅注重学习本专业知识，而且也十分关注其他学科知识；
同时他也很喜欢学习哲学和历史等。他学识比较丰富，工作方式很注重创新。
叶志镇教授一直注重薄膜材料制备设备的自主研发。他认为只有在自行研制
的设备上，才能使我国半导体薄膜材料的自由研究与自主创新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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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他从美国 MIT 留学回国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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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与中科院沈阳科仪中心合作，致力于高真空 CVD
薄膜生长设备的研发，先后研发了结合反射高能电子衍射（RHEED）的超高真
空 CVD、结合磁流体密封的高真空 MOCVD、结合原子发生器的高真空 MOCVD
等多台系列的薄膜材料生长设备。

与中科院沈阳科仪中心共同研发的生长 ZnO 薄膜的 MOCVD 设备

这些设备为制备纳米薄层的半导体薄膜材料可控生长提供了重要手段；既满
足了自己科研需要，又向全国 50 多个单位同行提供了同类设备。
从提出设计思想，不断改进完善，直到投入使用，这其中包含了叶教授的无
数心血，同时也凝聚了他的团队全体人员，以及合作者中科院沈阳科仪中心同仁
的智慧和努力。而正是有了这些具有知识产权的设备，才能让他的团队在自主研
发 ZnO 等多种光电薄膜材料的科学研究中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叶教授及其课题组在开发 ZnO 发光应用方面，从薄膜材料制备设备到工艺，从
ZnO 的 p 型掺杂技术到 LED 发光器件的制备工艺的核心技术申请了 40 余项发明
专利，已授权 30 项，其中 10 余项发明专利已被公司采用，为自主发展我国 ZnO
产业提供了知识产权保护。

后记：在整个采访过程中，笔者不仅为叶志镇教授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
勇于担当和百折不回的精神所感动，更被其宽广的心胸和淡定的气度所折服。
特别是当叶教授被问及某网站中某些别有用心人频发关于蓄意歪曲他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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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组研究工作的匿名帖子时，叶教授淡然回答：“一直以来，对那些我始终不屑
一顾，因我们还有许多要紧的事要做，再说，我们的工作是获得国家权威和国外
的机构检验的，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就是对我们团队前期工作的认可，证书和检验
报告会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事实胜于雄辩。科学这个东西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实验结果是最好
的回答。
正是有了那么多默默地抛洒着汗水的科学家，才绘就了向世人展示中国科技
不断进步的绚丽画卷。叶志镇教授及其团队目前致力的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ZnO-LED 技术一旦研发成功，节能绿色照明最终得以实现，那将在人类照明史
的画卷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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