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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 

请计算在一个平面上的20条直线最多可能的

交点是多少个? 

掌握方法，学会质疑！ 

知识         智慧         胆识 



请画出融体冷却成为晶体和玻璃时的 

比容(V)的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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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挥想象力，学会理性思考！ 



传授知识      

点燃火焰 

唤醒探索真理的勇气, 激发敢于挑战的激情 

传授方法  启迪智慧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 

学习能力, 创新能力, 观察和分析能力, 

合作交流能力 

教育不是为了灌输, 而是点燃火焰 -
-- 苏格拉底 



开设这门课的目的： 

材料有个大概的了解 

 

引领大家走入材料领域的神奇世界 

 

  让大家喜欢上材料！ 



讲什么？ 
 
材料的结构 

 

材料的性能 

 

材料的应用(信息, 能源等) 

 



讲什么？ 融入最新知识 

 

材料的发展史 

 

材料的发明与发现 

 

材料领域的伟人 

 

材料研究方法论 

 

材料：信息、能源、环境 

功能材料 



授课老师： 
 

 

 

 

 

 

 

 

 

 

 

 

邱建荣    刘小峰 



     刘小峰  1982年8 月生 

现任浙江大学副教授， 求是青年学者 

 曾在东京工业大学和德国马普所学习工作  

 在Chem. Soc. Rev., J. Am. Chem. Soc., Adv. Mater.等发表 

      论文30余篇 



酸化物でシリコンを凌ぐ半導体デバイスを実現する。 

・アモルファス酸化物半導体で最高の性能を持つフレキシブ

ルトランジスタ(図1)を開発し、フレキシブルTV、電子ペー

パーに新しい有望な材料を提供しました。私たちは、透明酸

化物半導体(Transparent Oxide Semiconductor: TOS)という新し

い研究領域を開拓してきたパイオニアです。最近、TOSに関

する研究が世界中で盛んになり、透明トランジスタなどの応

用デバイスに熱い関心が集まっています。  

・層状構造を持つ混合アニオン化合物で、室温励起子発光ダ

イオードや超伝導などの機能を開発しました。  

材料研究の新しい潮流「ユビキタス元素戦略」 

 私たちは、今までは希少金属を使ってしか実現できていな

かった機能を、CaやAlなどの豊富で無害な元素だけを使って

実現しようとする「ユビキタス元素戦略」を提唱し、今年か

ら政府が推進する「元素戦略」の大きな柱の一つとなりまし

た。上述のC12A7や深紫外ファイバー(図1)はそのもっとも成

功しているユビキタス材料の例です。  

C12A7、FeAs系超导、透明金属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细野秀雄（1997） 

东京工业大学 

元素战略研究中
心主任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Markus Antoniett  

德国马普学会胶体与
界面研究所所长 

 

他在功能性聚合物的合成与性质、新型聚
合电解质、聚合物/金属及其他无机材料的

复合材料的物化性质、聚合物控制下的晶
体生长过程、多孔材料、功能化纳米粒子、
光散射、复杂流体的粘度及流变学、胶体
诊断等领域，均取得有重要国际影响的高
水平成果。在Nature Materials, J. Am. Chem. 

Soc., Adv. Mater., Nano Lett.等期刊发表论文
270多篇，并取得20多个专利，被他人引用
达7100多次。他还担任十多种重要国际期
刊的国际编委，如Progress in Polymer 

Science, Chem. Mater., Small, New Journal of 

Chemistry,。由于他的杰出成就，他曾获得
了包括德国科学基金会的 “Gerhard-Hess”

奖、德国化学工业协会的“Faculty Award”

等在内的多种学术奖励与荣誉。 



第一节  功能材料入门 

 

什么是材料？ 

 

材料的重要性—材料改变世界？ 

 

材料的发展趋势 

 

我所从事的材料 

通识课程:功能材料概论 



高中化学 

第四章 非金属及其化合物 
第一节 无机非金属材料的主角——硅 
 
第三章 探索生活中的材料 
第一节 合金  
第二节 金属的腐蚀和防护 
第三节 玻璃、陶瓷和水泥 
第四节 塑料、纤维和橡胶 
 
第三单元 化学与材料的发展 
课题1 无机非金属材料 
课题2 金属材料 
课题3 高分子化合物与材料 

？ 



石墨 金刚石 



 

1、富勒烯 

突破性：具有线性和非线性光学特性，
碱金属富勒烯超导性等。1996年度诺贝
尔化学奖。 

发展趋势：光转换器、信号转换和数据
存储等光电子器件上。 

3.  石墨烯 

突破性：优异的导电性能、极快的电子
迁移速度、超出钢铁数十倍的强度和极
好的透光性。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发展趋势：光电显示、触摸屏、储能电
池、传感器等。 

2、碳纳米管 

突破性：高电导率、高热导率、高弹性
模量、高抗拉强度等。 

发展趋势：功能器件的电极、催化剂载
体、传感器等。 





超材料（metamaterial）”指的是一些具

有人工设计的结构并呈现出天然材料所
不具备的超常物理性质的复合材料 

俄国科学家Veselago  1968 年 



材料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信息、材料和能源是当代文明的三大支柱。 





手机----材料的集合 

信息接收：手机听筒 

信息产生：触摸屏，TFT 

（ITO，液晶，晶体管，半导体开关） 

信息传输发送：手机喇叭， 

信息处理：芯片，（GPS） 

信息存储：内存卡（游戏，照片，短信） 

其他：电池，玻璃， 

金属外壳，LED灯。。。 

 
研究材料----大有可为 



William Shockley， Johm Bardeen， Walter  Houser Brattain

因研究半导体并发现晶体管效应，共同分享了1956年度诺
贝尔物理学奖。 

晶体管的发明无疑是一项重大的突破，它开辟了电子器件
的新纪元。 

改变了我们人类生活的材料和器件(1) 



材料改变了我们人类现在的生活方式！ 



巴丁（John Bardeen, 1908-1991）、库珀（Leon 

North Cooper, 1930-）和施里弗（John Robert 

Schrieffer, 1931-）因发现称为BCS理论的超导理论，
共同分享了1972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改变了我们人类生活的材料和器件(2) 

材料将改变了我们人类的将来！ 



Light-emitting diodes (LEDs) are narrow-band light sources based on 

semiconductor components, with wavelengths ranging from the infrared to the 

ultraviolet. The first LEDs were studied and constructed during the 1950s and 

1960s in several laboratories. They emitted light at different wavelengths, 

from the infrared to the green. However, emitting blue light proved to be a 

difficult task, which took three more decades to achieve. It required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iques for the growth of high-quality crystals as well as 

the ability to control p-doping of semiconductors with high bandgap, which 

was achieved with gallium-nitride (GaN) only at the end of the 1980s. The  

development of efficient blue LEDs also required the production of GaN-

based alloys with different compositions and their integration into multilayer 

structures such as heterojunctions and quantum wells. 

Isamu Akasaki, Hiroshi Amano and Shuji Nakamura（中村修二） 



白光照明 

 

（GaN）基白光发光二极管照明，效能转换率可达到60％，是
传统白炽灯发光效率的8倍，日光灯发光效率的两倍。 

 

白光LED灯寿命可达10万小时，而普通灯泡仅为1000小时。 

 

  2002年我国照明用电约占我国1.65万亿度总发电量的12％，约2000

亿度，相当于三峡总发电量的二倍多，照明节电的潜力很大。 

 

如果采用“半导体灯”替代传统光源，按节能45％计，可少建一
个三峡电站！  



发光二极管 

 

          中村修二 

  圣巴巴拉加州大学教授 

        20-200-8.4亿 

               GaN基兰色半导体 （ZnSe）         

               ZnO基兰色与紫外半导体 

学会孤独，享受孤独！ 



201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为美国科学家埃里克·白兹格，美国科学家威
廉姆·艾斯科·莫尔纳尔和德国科学家斯特凡·W·赫尔，以表彰他们在超
分辨率荧光显微技术领域取得的成就。 

诺奖委员会在颁奖词中表示，光学显微成像技术的最高分辨率一直无
法超过光波波长的一半，但是借助荧光分子的帮助，这三位科学家开
创性的贡献使得光学显微成像技术的极限拓展到了纳米尺度。 

第一束光激发荧光分子中的电子从基态跃迁到高能态，即光吸收；第二束光频率较
低，使得高能态的电子向下跃迁，即受激辐射，但回不到原来的基态。而且第二束
光从中心向外强度递增，从而只有中心区域能自发辐射、发出荧光。这导致很小的
中心区域被分辨。 



显微荧光成像原理 

理想的点经光学系统成像由于衍射的限制不能得到理想的点，而是一个夫
朗和费衍射像    D= λ x M                        Abbe衍射极限 



显微荧光成像原理（共焦点激光显微技术） 



超显微荧光成像（受激发射损耗显微术STED） 

用一束环形光来干涉抵消掉荧光衍射环的一部分，从而实现分辨率的提升 



通识课程 

功能材料概论—光功能材料(II) 

2015年11月24日   浙江大学  



Dr. Y. Fujimoto (Lecture) 

Osaka University, Japan 

Dr. T. Matsuzawa 

Nemoto Kagaku, Japan 

Isamu Akasaki, Hiroshi Amano  

and Shuji Nakamura 

我们的竞争对手日本在材料领域的原创性工作 

Akira Fujishima 

匠心！ 

GaN 

SrAl2O4:Eu2+,Dy3+ 

TiO2 

Bi-SiO2 



我国的现状：材料生产和消费大国 

水泥的产量近年来一直稳居世界的第一位。 

中国在二
十一世纪
对水泥的
狼吞虎咽
的现状 



“我敢说，你们说不出任何一项创新项目，

创新变革以及创新产品是来自中国”。 

 “中国现在的真实情况是，在中国有资格

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是美国的六至八倍，但

是我请问你们，你们能说出一种新的项目，

或是一些有创造性的新变革，哪怕是一种

新发明的产品是来自中国的？” 

“中国不会再只是工厂，它将引领世界。之

所以人们会这样期望，是因为中国有很多

的科学家们，但是他们没有创造性，不能

发明任何新产品。”他继续说，“我希望日

本也很成功，和我希望中国成功一样。过

去几年里中国一直在努力研发新产品，但

一无所获。”  

 

 

美国副总统拜登5月28日
参加某军校毕业典礼。 

——以上据美国有线新闻
网（CNN）网站。 

外国政客对我们科学技术的评价 



Chinese scientists have been very active in exploring iron-based superconductors and, more generally, in physics and materials science. Chinese science is growing rapidly, and the nation is now second in output of papers worldwide according to our data. What is your impression of research in China today?  

Today, although the level of research tends to vary, I think China's  

possibilities are vast. I think there are some top-notch scientists working  

at a very high level. Tsinghua University has such scientists. 

I notice that our group will publish a paper describing a new experimental  

method or a new concept, and immediately many Chinese scientists work  

on the same subject, verifying our work.  

China has a very good machine. They have perhaps helped my citation  

count!  

Many young people in China still want to study in the US, but some are now studying in Japan or Germany. China is not always on the top, but it has some very good fundamental research groups, so that will help the country develop much faster. I think, yes, this country, with its huge population and some very smart scientists, will rapidly develop. 

                                                                 ScienceWATCH.net  

中国科学家----任重道远！ 

外国科学家对我们科学技术的评价 

http://www.researcherid.com/rid/C-7352-2009


我们任重道远！ 



我们在干啥（正在进行的研究）？ 

我们想去哪（今后研究方向）？ 



邱建荣   1964年2月生 宁波人 

1983年7月陕西科技大学毕业   1992年日本冈山大学博士毕业 

曾在日本京都大学， 美国康奈尔大学等工作16年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2005年4月-2009年8月) 

华南理工大学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 (2009年-2015年9月) 

2001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国际玻璃协会理事    中国硅酸盐学会特玻分会副理事长       

中国光学学会光学材料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硅酸盐学报副主编  美国陶瓷协会IJAGD  Associate Editor 

亚洲陶瓷协会J. Asian Ceram. Socs.      Associate Editor 

多次担任国际会议主席，在国际会议作邀请报告50余次  

 



在Phys. Rev. Lett., J. Am. Chem. Soc., Nano Lett.,  

Adv. Mater., Angew. Chem. Int. Ed.等发表影响因子 

大于3的论文180余篇，SCI他引10000余次。 

2项成果被Nature介绍； 

5项成果被美国Laser Focus World介绍; 

2项成果被MRS Bulletin的Research and Researcher介绍 

1项成果被Photonics Spectra介绍 



Nature/Science update 

物质迁移与微结构调控 

Phys. Rev. Lett., 82(1999)2199 (IF=7.37) 

Phys. Rev. Lett., 91(2003)247405 (IF=7.37) 

Angew. Chem., 43(2004)2230 (IF=13.45)  

Nano Lett., 5(2005)1591 (IF=13.20) 

邱建荣等人

开拓了在玻

璃内直写三

维电路的新

方法 



飞秒技术-从基础到应用 
日本化学同人出版社 

编著英日文著作各1部, 参加章节编写12章, 译著1部 

图解光催化技术大全 
科学出版社 



2005年4月获The Ernst Abbe Fund的Otto-Schott Research Award 

（华人唯一） 

H. Hosono 

(1997) 

E. Snitzer 

(1999年) 

新华网上海频道4月20日报道：近日，中国科学家邱建荣教授与两位日本科学家，由于在
光学材料领域的杰出研究工作与成就，被提名为2005年Otto-Schott研究奖的奖金获得者
。在Otto-Schott研究奖的历史上，这是中国杰出科学家首次获此殊荣，打破了历来获奖
者由欧美国家科研学者囊括的格局，意义非凡。 

新华社记者陈飞、通讯员高萍摄 



Three Asian scientists are Presented With the Otto Schott Research Award 2005 

     SHANGHAI, China and MAINZ, Germany, April 12/PRNewswire/ -- Two     

    Japanese and one Chinese scientists, Prof. Kazuyuki Hirao (54), Kyoto 

    University, Japan, Dr. Kiyotaka Miura (45), Kyoto University and Central 

    Glass Co. Ltd., Japan as well as Prof. Jianrong Qiu (41) from the Shanghai 

    Institute of Optics and Fine Mechan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China, 

    were named recipients of the Otto Schott Research Award 2005. They were 

    selected for their outstanding research and achievements in the area of 

    optical materials, especially their pioneering work on femtosecond 

    laser-induced microfeatures in glass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such novel 

    materials to achieve new functionalities. The award, with a total prize money 

    of 25.000 Euros, was presented on April 11, 2005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n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glass science in Shanghai (China). 

    The three scientists have co-operated closely in the Hirao Active Glass 

    Project and the Photon Craft Project, both initiated by the Jap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Within these projects they have achieved major 

    breakthroughs in the research of novel phenomena in glasses introduced by 

    intensive external electromagnetic fields. 

 

他们在光学材料领域取得了outstanding achievements，特别 

是在飞秒激光诱导玻璃的微观结构特征以及应用这些材料获 

得新的功能方面做出了pioneering work。 

他们在强场诱导玻璃新现象的研究方面取得了
major breakthrough。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Laser pioneer Elias 

Snitzer, 87 

(1999) , inventor of the 

glass laser, the fiber 

laser, and the fiber 

amplifier, died 21 May, 

2012 after a sudden 

illness.   

Glass laser 

Fiber laser 

Fiber amp. 

High power FL 

         

 

"His death is a great loss to the optics and photonics community," 

said SPIE CEO Eugene Arthurs. "Dr. Snitzer made a huge 

difference to our field and his work has contributed to and 

influenced our world in profound ways." 



FTTH 

Real time, On line, 

High gain,  …… 

光纤放大器 



光纤放大器原理 

稀土掺杂光纤放大器  

与光纤的极化状态无关，噪音低 

光放大范围有限 

EDFA 

掺Er石英 

玻璃光纤放大器 

1962年 E. Snitze  Nd3+ 1987年 D. Payne  Er3+ 



激光核聚变 

机载激光武器 



    邱建荣   日本陶瓷协会学术奖(2007年) 

    玻璃的微观结构控制与新的光功能（华人首次） 



    邱建荣   日本稀土学会学术奖(1999年) 

 稀土掺杂玻璃的新的光功能发现（每年一人） 



美国陶瓷协会G. W. Morey奖(2015年) 

（中国科学家首次） 

今年二月从美国陶瓷协会发来贺信，华南理工大学邱建荣教授荣获国际玻
璃和光学材料界大奖——Morey Award，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科学
家。George W. Morey Award奖始于1969年，每年授予该领域一位国际顶尖
科学家。在过去的获奖者中包括了发明光通讯光纤的C. K. Kao（高锟）教
授，玻璃激光器、光纤激光器和光纤放大器之父E. Snitzer教授，生物玻璃
之父L. L.Hench教授，发明超低损耗光纤制备MCVD（改良的气相沉积法）
的J. B. MacChesney博士等杰出科学家。美国陶瓷学会向邱建荣授予该奖，
表彰其在玻璃科学和技术研究领域特别是“玻璃亚稳态调控与功能化”方
面作出的系列有重要影响的开创性工作。 



Prof. Qiu: 

 

 

On behalf of the Glass and Optical Division of the American Ceramic It is my distinct honor to tell you that you 

are winner of the 2015 Morey Award.  You have the Society's congratulations as well as my own 

congratulations.  As part of this award you will receive a beautiful piece of Steuben glass and a complimentary 

registration to the meeting. 

 

 

A condition of the award is the necessity that you give the Morey Award Lecture in Miami at the upcoming joint 

May (17th-22nd) 2015 meeting of the German Ceramic Society and the division.  You should afford the round 

air tickets and living expenses by yourself, but your registration fee will be waived.  Please see:   

 

 

http://ceramics.org/meetings/glass-optical-materials-division-and-deutsche-glastechnische-gesellschaft-joint-

annual-meeting-2015 

 

 

Also, we will need an abstract of your award lecture.  

 

 

I look forward to meeting and congratulating you in Miami. 

 

 

Sincerely, 

 

 

(Sign) 

Steve Feller 

Chair of the Glass and Optical Materials Division of the American Ceramic Socie 

Warren 

Bray 

Hench 

Kao 

MacChesney 

Snitzer 

Eliott 

Sakka 

http://ceramics.org/meetings/glass-optical-materials-division-and-deutsche-glastechnische-gesellschaft-joint-annual-meeting-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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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培养（2001~）        

 本科生培养（2001~）        
 指导的本科生团队获得2009年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优秀奖 

 指导的本科生团队获得2013年广东省挑战杯特等奖 

 连续三年指导的本科生被评为校级优秀毕业论文 

 被评为2012年华南理工大学“最受学生喜爱的导师” 

中国科学院院长奖   竺可祯奖   国际会议青年科学家奖等 



 

就职:                                                              就学: 

中科院上海光机所研究员       SONY 

哈工大教授                               Schott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Renishaw 

浙江大学副教授                        Apple 

华中科大副教授                        华为 

同济大学副教授                           。 

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                   。 

华东理工大学副教授 

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 

武汉理工大学副教授 

上海大学副教授 

江苏大学副教授 

中国计量学院教授 

南京邮电学院讲师 

美国Ames国家实验室研究员 

 

 

康乃尔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伊利诺伊大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 

布朗大学 

普渡大学 

克来姆迅大学 

瑞典斯德歌尔摩大学 

德国马普光学所 

德国明斯特大学 

东京大学 

京都大学 

东京工业大学 

北海道大学 

研究生与博士后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Now, the earth was formless and empty, 

darkness was over the surface of the deep, and 

the spirit of God was hovering over the waters. 

And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 and  

there was light.            ----Genesis   《Bible》 

       Light-related materials 

1、Spectral modification 

2、New fiber amplifiers and lasers 

3、Sensors based on luminescence 

4、Fs laser interaction with matter 

Enter through the narrow gate. For wide is the gate  

and broad is the road that leads to destruction, and  

many enter through it. But small is the gate and  

narrow the road that leads to life, and only a  

few find it.                                            MATTHEW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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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ral response of c-Si 

                   Broadband spectral modification 



Conversion of one photon to more than two photons 

Excitation and emission spectra of YAG: Ce3+, Er3+ (x=0, 3), and YAG: Er3+ in visible 

and near infrared region. Inset is extended figure of visible emission of YAG: Ce3+, Er3+ 

(x=3)  

Appl. Phys. Lett. , 19(2010)18.  

Broadband spectral modification 



It is possible to demonstrate full-color 3D display by using single 

transparent bulk glass-ceramic with high chemical durability and 

mechanical strength!! 

 Spectral conversion for full color 3D display 

Display based on SHG  

Adv. Mater., Sub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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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难题：如何实现超宽带光放大！ 

目标 :  解决超宽带光放大材料设计、合成和光纤制备基础问题 

石英光纤的 
透明窗口 

超宽带光纤放大器 

铒光纤放大器 



光纤放大器 

Transition metal  ions Maingroup element ions  

（Bi） 

M

Octahedral 

M

Tetrahedral 

 Sensitive to crystal ligand 

Vibronic Broadening 

Rare-earth 

（Er3+）  

I - Coulomb interaction 

II - Spin-orbit interaction 

III - Crystal-field interaction  

 Coulomb interaction 

Spin-orbit interaction 

 Crystal-field interaction 

 Vibronic Broadening 

 Coulomb interaction 

 Spin-orbit interaction 








2,1 12

2
22

2

)])1(3[)(
2

(
i

iziiii
r

e
lllslrU

m
H 



1S 

I II III 

I - Coulomb interaction 

II - Spin-orbit interaction 

III - Crystal-field interaction  

1D 
3P 

1S0 

1D2 
3P2 

3P1 

3P0 

4Σ- 

2∆ 
3Σ- 
3Π 

2Π 

1∆ 
1Π 
1Σ+ 
2Σ- 

1Σ- 

(Ni2+)  

fn 

2S+1L 

2S+1LJ 
2S+1LJ(μ) 

I II III 

104cm-1 

103cm-1 

102cm-1 



• UV-Vis emission spectra of Bi-doped silica glass: 

 
Figures: PLE and PL spectra of samples 

A {in (a)}, sample B {in (b)} and 

SrB4O7: Bi2+ crystal {in (c)} in visible 

region. (d) The luminescence 

photographs with multi color emission 

for sample A (under excitation at 280 

nm) and sample B (under excitation at 

280 and 350 nm). (e) Visible 

luminescence decay curves of sample A 

(the monitoring wavelength is 465 nm 

when excitation at 280 and 350 nm) and 

sample B (the monitoring wavelength is 

590 nm when excitation at 483 nm). 

Fiber amplifier—Valence state control 

Adv. Funct. Mater., 18(2008)407.  



στ（Bi玻璃）> στ（Ti:Al2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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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离子掺杂玻璃的超宽带发光和光放大 



Single configurational coordinate (SCC diagram)  

β-Ga2O3 

ZnAl2O4 

MgAl2Si3O10 

Mg2SiO4 

Ba0.808(Al1.71Si2.29)O8 

Fig. Dq-dependent change of 

lifetimes 

Strong ligand field can increase the 

activation energy for non-emission 

transition of Ni2+ 

β-Ga2O3: low phonon energy Infrared 

luminesc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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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离子掺杂微晶玻璃的超宽带发光和光放大 



Absorption spectra of LGS, MAS and BASO glass and 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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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 Funct. Mater., 19(2009)18.  

                           Fiber amplifier-- Ligand field 

    Ni2+-doped glass ceramics 



 γ-Ga2O3 GCs  

Infrared luminescence spectra of Ni2+-doped glass and GC 
. Absorption spectra of Ni2+-doped glass and GC Adv. Funct. Mater., 23(2013)1.  

  

Ni离子掺杂微晶玻璃的超宽带发光和光放大 



• UV-Vis emission spectra of Bi-doped silica glass: 

 
Figures: PLE and PL spectra of samples 

A {in (a)}, sample B {in (b)} and 

SrB4O7: Bi2+ crystal {in (c)} in visible 

region. (d) The luminescence 

photographs with multi color emission 

for sample A (under excitation at 280 

nm) and sample B (under excitation at 

280 and 350 nm). (e) Visible 

luminescence decay curves of sample A 

(the monitoring wavelength is 465 nm 

when excitation at 280 and 350 nm) and 

sample B (the monitoring wavelength is 

590 nm when excitation at 483 nm). 

Adv. Funct. Mater., 18(2008)407.  



J. Am. Chem. Soc., 560(2010)17945.     Ni2+-Er3+ doped glass ceramics 
  

Ni离子掺杂微晶玻璃的超宽带发光和光放大 



                  Fiber 

                  Rod in tube                   Rod 

 

Glass containing Ni2+ -doped LiGa5O8 nanocrystals      1360OC 

光纤制备 



    Origins of light scattering 

  I(θ)= (1-cos2 θ /r2)8π4/ ( λ4d6) |(M2-1)/(M2+1)|2 

         M=n1/n0,  Δn ≤ 0.01 or d ≤1μm   

           (Rayleigh scattering <1/10 λ )  

   

   I ∝1/ λ   (Mie scattering, ~ λ) 

 

 

光纤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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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K)

ΔG=-4πr3/3 Δ Gv+4 π r2γ 

Nucleation and crystallization 
1) Crystal nucleation 

I=Aexp(-(Δ G*+ ΔE) /kT) 

  

2) Crystal growth 

U=Aexp(-ΔE/kT)(1-exp(-Δ Gv /kT)) 

Homogeneous nucleation 

Cited from E. Zannotto and G. Tao 

Vn Vc 

Nucleation rate   Crystallization rate 

光纤制备 



1. Design glass com.  2. Prepare preform  3. Draw fiber when the clad is  

                                                                           softened while the core  

                                                                           is melted 

Glass ceramic 

fibers are  

obtained by 

heat treatment  

of precursor  

  glass fibers 

at relative 

low 

temperature   

光纤制备 



 

GC fiber containing Ni2+ -doped LiGa5O8 nanocrystals 

Core glass 

Ni2+-doped glass 
Clad glass 

Silica 

光纤结构和性能 



 

GC fiber containing Ni2+ -doped LiGa5O8 nanocrystals 

光纤结构和性能 



The schematic diagram 
for optical amplification. 

Optical gain properties at 1300nm. 
The inset shows an oscilloscope 
image of the amplification 
phenomenon.  

Optical gain as a function of 
different seed beam wavelength 
from 1272 to 1348nm. Points and 
curve represents experimental 
measurements and fluorescence 
spectrum. 

                  Ni2+-doped β-Ga2O3 nanocrystals 

光纤结构和性能 



                  Luminescent property of single particles 

Nano Lett., 19(2013)1203.  



BEI image of SEM 

100 (0.95) 

120fs 

200kHz 

200mW 

 1s 

Optical  
microphotograph 

200nm 

E 

Single femtosecond laser beam-induced  

nanograting 

10nm 

Phys. Rev. Lett., 91(2003)247405. 

Source: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Vol: 91   No: 24    

Year: DEC 12 2003  Citation: 475 





2015年11月24日   浙江大学  

邱建荣 
 

qjr@zju.edu.cn 
13588003708 

通识课程:功能材料概论 



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10%）， PPT展示（30%）， 小论文（60%）。 

 

2-3人一组（10分钟， 5分钟） 

信息功能材料， 环境功能材料，能源功能材料，医疗功能材料 

材料新技术 

（形式，展讲，回答） 

 

小论文参考格式： 

形式，内容，自己的简介，课程的建议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是研究材料成分、结
构、性能、加工工艺和应用的学科。 

材料是人类用于制造物品、器件、构件、
机器或其他产品的那些物质。 

什么是材料？ 

材料科学与工程是一门关于什么的学科？ 



材料的分类 

1. 按用途分：结构材料和功能材料。 

1) 结构材料是指能承受一定压力和重力，并能保持尺寸和大部分力

学性质（强度、硬度及韧性等）稳定的一类材料； 

2) 功能材料是指除强度性能外，还有特殊性能，或能实现光、电、

磁、热、力等不同形式的交互作用和转换的非结构材料； 

2.  按组成（化学作用）分：无机、有机、金属以及杂化和复合材料 

1) 无机材料以可分为金属材料(以金属键结合）和非金属材料（以

离子键和共价键结合）； 

2) 有机材料主要是指高分子材料（以共价键和分子键结合）； 



3.   按材料的物理性质和应用领域分: 

1) 按材料的物理性质分：导电材料、超导材料、半导
体材料、绝缘材料、压电铁电材料、磁性材料、光
电材料和敏感材料等。 

2) 按应用领域分：微电子材料、电器材料、电容器材
料、磁性材料、光电子材料、压电材料、电声材料
等； 

4.   传统材料与先进材料 

 

 

材料的分类 

从形态上分，有固体、液体、气体；从晶态上分，有多晶、单晶、非晶 



材料应用的要求 

     材料在做成元器件之后，还应具备一致性和稳定
性，能够承受各种恶劣的环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
面： 

1. 温度 

2. 压力 

3. 湿度(气氛) 

4. 环境中的化学颗粒及尘
埃 

5. 霉菌和昆虫 

6. 辐射 

7. 机械因素（震动等） 

？ 



现代社会对材料的要求 

1. 结构与功能相结合 

2. 智能材料 

3. 减少污染 

4. 节省能源 

5. 长寿命与可控寿命 

？ 



材料的选用原则： 

1. 根据元器件性能参数 

2. 根据元器件结构特点 

3. 根据元器件工艺特点 

4. 按经济原则（物美价廉） 



   为适应整机和设备小型化、轻量化、薄型化、数

字化、多功能，现在社会要求元器件的开发生产必须

向小型化、高集成化、片式化等发展；材料今后将尽

可能适应元器件的这些要求。 

材料发展趋势： 

材料如何满足器件的发展趋势呢？ 



什么是纳米材料？ 

 



纳米材料 

 纳米材料的特征   

 定义：纳米材料是三维空间尺寸中至少有一维处于纳米量级（1-

100nm）的尺度范围内或由此作为基本单元构成的材料。包括：纳

米微粒、纳米结构、纳米复合材料； 

 纳米效应：表面效应（界面和表面的悬键）、量子尺寸效应、体

积效应、宏观量子隧道效应、界面相关效应。 

 物质尺度到了纳米级后，由于表面电子能级（费米面）的变化

（Kubo效应）导致了纳米材料具有许多奇特的性能，从而使其具备

奇异性和反常性，能使多种多样的材料改性，用途极为广泛。上述

五种效应是纳米材料的基本特性，它使纳米粒子和纳米固体呈现许

多奇异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 



1 表面效应 
             粒子直径减少到纳米级，表面原子数和比表面积、

表面能都会迅速增加；处于表面的原子数增多，使

大部分原子的周围（晶场）环境和结合能与大块固

体内部原子有很大的不同：表面原子周围缺少相邻

的原子，有许多悬空键，具有不饱和性质，易与其

它原子相结合，故具有很大的化学活性。 



表面原子数占全部原子数的 
比例和粒径间的关系  



当粒子尺寸下降到一定值时，金属费米能级附近的

电子能级由准连续变为离散能级的现象，纳米半导

体微粒存在不连续的最高能级占据分子轨道和最低

未被占据的分子轨道能级的能隙变宽现象均称为量

子尺寸效应 

2 量子尺寸效应 

导致微粒的磁、光、电、热及超导性等与
宏观特性显著不同 



3 体积效应 

  当超细微粒的尺寸与光波波长、德布罗意波长以及超

导态的相干长度或透射深度等物理尺寸相当或更小时，晶

体周期性的边界条件被破坏，导致声、光、磁、热、力等

特性呈现新的效应。 

 

 纳米铜晶体的自扩散是传统晶体的1016—1019倍 

  PbTiO3、BaTiO3等典型铁电体（自发极化）纳米化后变成
顺电体 

 铁磁性物质（5nm）            出现极强的顺磁效应 

 惰性的 Pt纳米微粒化后           Pt黑是活性极好的催化剂 

 金属纳米微粒后    无金属光泽，对光显示极强的吸收性 



   4 界面相关效应 
 
由于纳米结构材料中有大量的界面，与单晶材料相比，纳米结构材料具有
反常高的扩散率，它对蠕变、超塑性等力学性能有显著影响；可以在较低
的温度对材料进行有效的掺杂，并可使不混溶金属形成新的合金相；出现

超强度、超硬度、超塑性等  

界面相关效应：纳米铜材的超塑性，纳米粒子界面中原子的超快
扩散能力导致了纳米铜具有超塑变形的能力。 



韩国纳米洗衣球 洗衣机防缠绕超强去污衣物洗护球 

纳米汗蒸馆 



发挥你的主动性!   《把信送给加西亚 》 
 
世界会给你以厚报，既有金钱也有荣誉，只要你具备这样一种品质，那就

是主动。什么是主动？ 

让我告诉你：主动就是不用别人告诉你，你就能出色地完成工作。 

次之，就是别人告诉了你一次，你就能去做。也就是说，把信送给加西亚。

那些能够送信的人会得到很高的荣誉，但不一定总能得到相应的报偿。 

再次之，就是这样一些人，别人告诉了他们两次，他们才会去做。这些人

不会得到荣誉，报偿也很微薄。 

更次之，就是有些人只有在形势所迫时才能把事情做好，他们得到的只是

冷漠而不是荣誉，报偿更是微不足道了。这种人是在磨洋工。 

最等而下之的就是这种人，即使有人追着他，告诉他怎么去做，并且盯着

他做，他也不会把事情做好。这种人总是失业，遭到别人蔑视也是咎由自

取。 

                                                         ——阿尔伯特•哈伯德 

     



“你的时间有限，所以最好别把它浪费在模仿别人这
种事上。”  

史蒂夫．乔布斯05年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稿  

有些时候, 生活会拿起一块砖头向你的脑袋上猛拍一

下。不要失去信心。我很清楚唯一使我一直走下去的，
就是我做的事情令我无比钟爱。你需要去找到你所爱
的东西。对于工作是如此, 对于你的爱人也是如此。

你的工作将会占据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你只有相信
自己所做的是伟大的工作, 你才能怡然自得。如果你
现在还没有找到, 那么继续找、不要停下来、全心全
意的去找, 当你找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的。就像任何
真诚的关系, 随着岁月的流逝只会越来越紧密。所以
继续找，直到你找到它，不要停下来！  



如果你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中最后一天去生活
的话,那么有一天你会发现你是正确的。”  

它帮我指明了生命中重要的选择。因为几乎所有的
事情, 包括所有的荣誉、所有的骄傲、所有对难堪
和失败的恐惧,这些在死亡面前都会消失。我看到

的是留下的真正重要的东西。你有时候会思考你将
会失去某些东西,“记住你即将死去”是我知道的避
免这些想法的最好办法。你已经赤身裸体了, 你没
有理由不去跟随自己的心一起跳动。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求知若饥, 虚心若愚 



SRTP   综合实践  毕业论文 

E-mail:qjr@zju.edu.cn 

Mobile:13588003708 

非常欢迎同学们到我们课题组 



玻璃的延展性 

陶瓷的延展性 



认识自我， 理解自我，  

挑战自我， 实现自我 

有所发现， 有所创造 



 

如何实现三维彩色雕刻？ 

 

 

 

 

 

如何用材料实现三维彩色显示？ 

 





光功能材料  

基于外场（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

原理，利用电光（光电）效应、磁

光效应、热光（光热）效应等，能

够实现光的产生（发光） 、传输、

调制（放大） 、转换（倍频） 、显

示、存储、运算等功能的材料 



光是什麽？ 

100GHz-10THz  （中毫米波-红外线）  

由于太赫兹的频率很高，所以其空间分辨率也很高；又由于脉冲很短（飞秒），具有了很高的时间分辨率，太赫兹成像技术及
太赫兹波谱技术由此构成了太赫兹应用的两个主要关键技术。同时，太赫兹的能量很小，不会对物质产生破坏作用，所以与X

射线相比更具优势。  



光量子学说 (1905) 

1  ε=hν (光量子) 

2  ε =mc2 

3  P=h/ν 

4  ρ=dN/dτ 

光的特性 

     -波粒二象性 



1905－奇迹年(Miraculous Year) 

德国权威杂志《物理学纪事》 
Annalen der Physik 

ANN PHYS-BERLIN （1.315） 

Einstein in 1905, 26岁 

1. 3月：“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化的一个 

                 推测性观点” 

2. 4月：“分子大小的新测定法” 

3. 5月：“热的分子运动论所要求的静 

                 液体中悬浮粒子的运动” 

4. 6月：“论动体的电动力学” 

5. 9月：“物体的惯性同它所含的能量 

                 有关吗？”     



宇宙起源 

光从何处来？ 

孔子： 敬鬼神而遠之, 祭神如神也.  



光从何处来？ 

创世纪 

起初，神创造了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的，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Genesis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Now the earth was formless and empty, darkness was over 

the surface of the deep, and the spirit of God was hovering 

over the waters. And 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 and 

there was light. 



信息时代的3大目标 

超大容量信息传输(Tbit/s) 

超快实时信息处理(Tbit/s) 

超高密度信息存储(Tbit) 



21世纪    信息时代 

                 电子     光电子    光子
（信息载体） 

= 

光子器件与电子器件的比较 

                        光子器件         电子器件 

响应速度        10-12~10-15s              10-9s 

频率（通讯容量）   3x1014Hz(中红外)      3x1011Hz 

干涉性              一般互不干涉（并行处理）    感应、串扰 

存储密度         108bit/cm2                 106bit/cm2 



信息网络 

光子的产生、传输、控制（放大、调制、存储、开关）和探测 

Cited from NTT  

Homepage 



光子的产生(I) 

发光     

  在外场激发下产生光的现象 

Time 

In
te

n
si

ty
 (

a
.u

.)
 

荧光       (GE 日本三菱陶瓷 )  

磷光     （激发切断后肉眼可见）      

长磷光   (日本根本化学  大连路明) 

光激励发光 (GE  富士胶卷) 

荧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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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V 

Red/ 

NIR 

 (a)        (b)           (c)              

(d) 

Features： 

High SN, High signal-to-noise 

ratio； 

Real time detection； 

Large area imaging  
 Mn2+-doped phosphor 

A. Abdukayum et al., J. Am. Chem. Soc,  

2013, 135, 14125. 

Q. Chermont et al., PNAS . 2007, 104, 9266. 

 



W. Feng et al., Nat Mater. 2011, 10, 968. 



Mn4+ doped MAlO3 

Yang Li, et al. A strategy for developing near infrared long-persistent phosphors: taking MAlO3:Mn4+, Ge4+ (M = La, 

Gd) as an example.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C, 2014, 2, 2019-2027. 

Mn4+ 

2-3-4-5 

 

 
 

 



Bi2+ doped RSnO3 



Cr3+ doped Zn3Ga2SnO8 LPP 

Yang Li, et al. Long persistent and photo-stimulated luminescence in Cr3+-doped Zn-Ga-Sn-O phosphors for deep and 

reproducible tissue imaging.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C, 2, 2657-2663. 

Compo- 
-sition 

Τ1(ns) Τ2(ns) Ι1 (%) Ι2 (%) 
κ  

(ns-1) 

GZG 0.324 1.7 80.05 15.95 3.086 

SZG 0.38 1.964 65 35 17.24 



激光（Laser）   镭射 

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受激辐射的光放大） 

（汤斯，巴索夫，普洛霍罗夫  1964年） 

光子的产生(II)         激光 



单色性(10-10m)，方向性(4x106km) 

亮度 (4x1013cd/m2,    1.7x109cd/m2(太阳)) 

相干性 

光子的产生(II) 激光的特性 



激光 

半导体激光器 

气体（CO2, Ar, Cu，准分子） 液体(染料) 固体（晶体，玻璃）  自由电子 
  
    连续   脉冲        
 

工作介质（光功能材料） 谐振腔  泵浦源 

大功率激光   紫色及紫外半导体激光器   阿秒超短脉冲激光 

梅曼 1960年 红宝石 激光器 

E Snitze  1962年 玻璃激光器  

林严雄 1970年 连续半导体激光器 

       …….. 

王之江院士 1961年 红宝石 激光器 

干福熹院士  1964年 玻璃激光器  

一大批院士 1970年后半导体激光器 

 



Lasers 

Maiman (1960) 

Ruby Laser 



Light-emitting diodes (LEDs) are narrow-band light sources based on 

semiconductor components, with wavelengths ranging from the infrared to the 

ultraviolet. The first LEDs were studied and constructed during the 1950s and 

1960s in several laboratories. They emitted light at different wavelengths, 

from the infrared to the green. However, emitting blue light proved to be a 

difficult task, which took three more decades to achieve. It required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iques for the growth of high-quality crystals as well as 

the ability to control p-doping of semiconductors with high bandgap, which 

was achieved with gallium-nitride (GaN) only at the end of the 1980s. The  

development of efficient blue LEDs also required the production of GaN-

based alloys with different compositions and their integration into multilayer 

structures such as heterojunctions and quantum wells. 

Isamu Akasaki, Hiroshi Amano and Shuji Nakamura 



中村修二也致力于研制高质量的氮化镓。他弄清了为什么掺杂某
些化学物质的氮化镓半导体能发光。他建成了以氮化镓为基础的
器件结构。他的实用化研究让该公司于1993年首次推出LED照明
成品，从而引发了照明技术革新。 

赤崎勇从20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从事于基于氮化镓的蓝色发光二
极管的工作。在松下研究所东京股份有限公司期间，他改进了氮
化镓晶体的质量以及器件结构，采用了金属有机物气相外延法
（MOVPE）做为氮化镓晶体的生长方法。1981年，他在名古屋
大学采用金属有机物气相外延法开始氮化镓晶体的重新生长。后
来，和天野浩在名古屋大学合作进行了蓝光LED的基础性研发，
1989年首次研发成功了蓝光LED。 



No Nobel for the Father of the LED 

Nick Holonyak Jr., the person widely 

credi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rst visible-light LED 



电致发光（Electroluminescence ）现象是1907年英国马可尼（Marconi） 实验
室的H. J. Round 在碳化硅晶体中发现的； 

 

1927年苏联的Oleg Losev 报导了世界上第一个LED，发表在苏联、德国和英
国的科学杂志上，但是此后几十年都没有得到实用。 

 

1955年美国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的Rubin Braunstein报导了砷化镓
(GaAs)和其他半导体材料中的红外发光，他使用碲化镓(GaSb), 砷化镓, 磷化
铟 (InP), 和锗化硅 (SiGe) 制作成简单的二极管结构，在室温和液氮（77 K）
下观察到了红外发光。有意思的是，随后，Braunstein注意到GaAs二极管对
音响系统有遥控作用并检测到了发出的红外信号，后来发展成为现在电视/音
响的遥控器技术。 

 

1961年秋天，在美国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 Inc.）工作的James R. 

Biard 和 Gary Pittman发现了通电流的砷化镓(GaAs)能发出红外光。对此，
1962年8月8号（一个发财的日子），Biard 和Pittman申请了一个半导体辐射
二极管的专利，专利说用锌扩散p-n结LED，加上电压后能有效地发出红外光。
美国专利局使用优先权立即批准了这个专利（US3293513），两人所在的德
州仪器立即开始 了这个项目的生产。1962年10月他们宣布了第一个LED 商
品，型号SNX-100，使用砷化镓(GaAs)晶体，输出的红外光波长900纳米。 



1962年第一个可见光LED由当时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的Nick Holonyak, Jr.开发出来，他用发红光的磷砷化镓
(GaAsP)材料。他在应用物理报（Applied Physics Letters）上首先报
导了这项重要突破，出版日期是1962年12月1日。这个Holonyak可
是巴丁的学生，巴丁因为半导体三极管和超导理论得了两次诺奖。 

 

1972年，Holonyak的学生M. George Craford， 在孟三都公司
（Monsanto Company ）发明了第一个黄光LED，并且把红光和桔红
光LED的亮度提高了10倍。 

 

1976年，T. P. Pearsall 开发出了第一个高亮度高效率LED，专门用于
光纤通讯。 

 

就是这个1970年代，LED产品开始火爆市场，其中Fairchild 

Optoelectronics公司批量生产低价LED，不到5美分一个。 

后面，绿光和蓝光LED以及白光的故事忽略。 

从上可以看出，红光二极管的确是第一个可见光，但是跟随第一个
红外光太近，相对而言开发出来的技术含量很低。 

如果考虑授奖，从科学意义和首创角度，应该得奖的是第一个红外
二极管，三个人：Braunstein，Biard 和Pittman。 



蓝光二极管和蓝光激光器 

 

          中村修二 

  圣巴巴拉加州大学教授 

        20-200-8.4亿 

               GaN基兰色半导体 （ZnSe）         

               ZnO基兰色与紫外半导体 

学会孤独，享受孤独！ 



白光照明 

 

（GaN）基白光发光二极管照明，效能转换率可达到60％，是
传统白炽灯发光效率的8倍，日光灯发光效率的两倍。 

 

白光LED灯寿命可达10万小时，而普通灯泡仅为1000小时。 

 

  2002年我国照明用电约占我国1.65万亿度总发电量的12％，约2000

亿度，相当于三峡总发电量的二倍多，照明节电的潜力很大。 

 

如果采用“半导体灯”替代传统光源，按节能45％计，可少建一
个三峡电站！  



量子力学 狭义相对论 

对于科学、哲学都有其深远的意义 

现代电气化的支撑 

化学反应、电子、 

原子运动的规律 

原子能 半导体 计算机 激光器 

20世纪的两大理论和四项重大发明 





光子的传输 

材料设计、波导制作与应用技术   

 

 

 

  

   



材料设计、波导制作与应用技术(I)   

高锟 (K. C. Kao英国标准电信实验室) 

“光频率的介质纤维表面波导” 

                1966年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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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velength 

Loss=L(U)+L(I)+L(Rayleigh) 

1000dB/km    20dB/km 

Ge-SiO2 

0.15dB/km 

dB= -10log(I/ I0) 

n1 

n2 

n1 >n1 

10dB  I/I0=1/10 

0.15dB   (I/I0)20km=1/2 

ZBLAN 



材料设计、波导制作与应用技术(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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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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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坩埚法 

Rotational casting 

Build in casting 

CVD （马瑞尔，卡普隆，凯克 1970年） 

MCVD （MacChesney 1973年） 

VAD （NTT 1975年） 

离子交换 

光纤 

平面波导 (AWG) 



200  kHz 

D.M. 

O.L. 

B.S. 

  CCD 

Sample 

XYZ stage 

Pules Compressor 

Monitor 

Ar +  Laser 

Mode locked   

Ti :sapphire laser 

Regenerative  

Amplifier 

120  fs  ～   250  fs 120  fs  ～   250  fs 

Nd :YLF laser   

LD-Pumped   

Nd :YVO 4  laser 

Mode locked   

Ti :sapphire laser 

Regenerative  

Amplifier 

10  Hz-1 kHz 

N.D.F. 

Experimental setup 



Photo-written lines in a glass formed using 800-
nm 200-kHz mode-locked pulses. The lines were 
written by translating the sample (a) parallel or 
(b) perpendicular to the axis of the laser beam 
at a rate of 20 mm/s and focusing the laser pulses 
through a 10X or 50X microscope objective, 
respectively.  

(a) (b) 

100 mm 

Line 

Laser beam  

XYZ stage 

Femtosecond laser direct writing 

Appl. Phys. Lett., 78(1997)212. 



(a)  Core : 8 mm 

LP01 

LP11 

LP22 

(b) Core : 17 mm 

(c) Core : 25 mm 

CCD 

-6 -4 -2 0 2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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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ance (mm) 

Experimental 

H.G.Fitting 

n(0)=1.502 

Base:1.499 

Result of Hermite-Gaussian fitting for the intensity 

distributions of the near field. The sample was the 

same as that observed in (a).The calculated result 

is almost in agreement with the experimental data, 

indicating that this waveguide is a graded-index 

type with a quadratic refractive-index distribution. 

Mode-field patterns  

Appl. Phys. Lett., 71(1997)3329. 





Waveguide 
  

  

Beam profile and NFP of the  

optical-path redirected waveguide 

Fs laser direct written waveguide 



光子的控制 

光放大 光存储 光衰减 光波长转换 

光开关 光调制 光耦合 光变频等   



光放大 

Raman光纤放大器    

        光纤的受激拉曼散射(SRS)效应 

 

稀土掺杂光纤放大器   

        基于稀土元素能级的受激辐射 

 

 

   

实时, 在线, 高增益, 宽带, 低损耗 



Raman光纤放大器 

需要很高的泵浦功率和很长的光纤 
 
对光纤极化非常敏感 

激光通过物质时，一

部分散射光的频率 

会发生变化，频率的

改变量等于该物质 

的分子，原子系统的

振动频率。 

Raman         1928年 RFA的工作原理 

Ge,P-SiO2 



稀土掺杂光纤放大器  

与光纤的极化状态无关，噪音低 

 

光放大范围有限 

EDFA 

掺Er石英 

玻璃光纤放大器 

1962年 E. Snitze  Nd3+ 1987年 D. Payne  Er3+ 



Er3+的能级图 

4I11/2 

4I13/2 

4I15/2 

0.98μm 

1.48μm 

1.55μm 

吸收 

受激辐射 

驰豫 



现有的光纤放大器光放大波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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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band 

(1260-1360) 

E band 

(1360-1460) 

S band 

(1460-1530) 

C band 

(1530-1565) 

L band 

(1565-1625) 

U band 

(1625-1675) 

PDFA 
S-

EDFA 

TDFA 

TDFA 

C&L EDFA 

C-

EDFA 

C&L EDFA+FRA 

1300 1600 1500 1400 

Signal wavelength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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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离子掺杂玻璃的荧光光谱 

στ（玻璃）> στ（Ti:Al2O3） 



特种离子掺杂透明微晶玻璃的超宽带发光和光放大 

TEM 光放大 



光存储 

磁光存储 （ MnBi膜   Williams 1957年） 

            

 

 

光诱导相变 （GeTeSb   Ovshinsky 1962年） 

  

   
熔点 

结晶点 

写录 擦拭 读取 

H 
(居里点) 



未来的光存储 

空间轴上(x+y+z)   

   短波长  近场技术  3维光存储   

 

波长轴 (λ)   

    光谱烧孔 

Single molecular storage 

Irie et al., Nature 

(Kyushu Univ.) 

λn-1 λn λn+1 



3-dimensional micro-modification 

χ =σ  ( I/hν) n 



ESR spectra of Eu3+-doped ZBLAN glass 

before (a) and after (b) the femtosecond 

laser irradiation and the spectrum (c) of a 

Eu2+ -doped AlF3-based glass sample 

2+ 

Potoluminescence spectra of a Sm3+-

doped borate glass before and after the 

femtosecond laser irradiation 

Space-selective valence state manipulation of  

rare-earth ions 

Eu3+- Eu2+ Sm3+- Sm2+ 



3D memory using valence state change  

of Sm ion 

Three layers spaced 2μm 

Recorded by fs laser read out by  

488 nm Ar+ laser ff transition of Sm2+ at 682nm  

 



Rewritable 3D optical memory 

    fs           

488nm Ar+        

    fs + 514nmAr+         

  488nm Ar+        

200nm 

Appl. Phys. Lett.,  

80(2002)2263. 



  10Tb/cm3!!! 

(5千部20万字) 



Excitation spectra of the femtosecond laser irradiated Sm3+-

doped glass before and after irradiation of DCM dye laser at 

683nm. The emission due to the 5D0-
7F2 of Sm2+ is monitored. 

4D (X+Y+Z+l) memory 



Light-scattering-type fiber attenuator 

光衰减 

   Opt. Lett., 

91(2004)405. 



Laser beam  

     100μｍ 

(a) 

(b) 

(c) 

BaO-Al2O3-B2O3  glass 

Precipitation of functional crystal 

200KHz, 150fs, 800nm 

100mW, 50X 

Opt. Lett., 25(2000)408. 

光波长转换（I）  非线性晶体 陈创天院士 

2阶电极化强度Pi(2ω)=ΣχijkEi(ω)Ek (ω) 

          n(2ω) =n (ω)  相位匹配  



Precipitation of functional crystal 

BBO micro-cryst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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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raction angle 2θ/° 

BaB2O4 

Photograph 

XRD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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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Harmonic Generation 

Variation of emission spectra obtained from moving 

the laser focal point that accompanies growth of 

frequency conversion crys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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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波
段的稳
定高效
率SHG

晶体？ 



c 

Au3+-doped glass 

b 

a 

20nm 

a:before  irradiation 

b:after  irradiation 

c: after annealing at  

550℃ for  10min 

Space-selective precipitation of nanoparticles 

Angew. Chem. Int. Ed., 43(2004)2230.* 

光开关 



Size control of precipitated Au nanoparticles 

a: 6.5 x 1013W/cm2 

b: 2.3 x 1014 

c: 5.0 x 1016 
Absorption spec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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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efore second laser irradiation  

b: after second laser irradiation 

c: after second laser irradiation and 

     annealing at 300℃  for  30min 

Space-selective dissolution of Au nanoparticles 





DFWM信号的自相关 DFWM信号的衰减 

χ(3)  ～10-10 esu 

χ (3)／α～6.0x10-12 esu 
皮秒量级的超快响应！ 

(兼并４波混频) 
SiO2 

2.8x10-14 esu 

(χ (3))2／n4～1.6x10-28 esu 

超快光响应 



光子检测 

光谱分析技术 遥感技术 光电探测技术 

光计量技术等 



光子显示 

无源液晶显示  有源液晶显示  电指发光 

场致发光  等离子体发光  发光二极管 

3维全息显示  3维立体显示 



等离子体发光 

Ne   147nm  

Xe   174nm 

Quantum cutting 

Red:     Y0.65Gd0.35BO3:Eu3+ 

Green: BaAl12O19 :Mn2+ 

Blue:    BaMgAl14O23 :Eu2+ 



3维立体显示 

人眼有色彩 

感觉细胞 

人眼有109个 

视觉细胞 

人眼有 

双眼视差 

？ 



 

3D 显示器的发展 

1830s —Mirror Stereoscope Viewer, by Wheatstone 

1850s —红蓝眼镜立体影片, by D’Almeida 

1920s —Shutter式立体影片, by Hammond  

1936 —MGM推出红蓝眼镜商业电影 

1939 —偏振眼镜立体影片, by Chrystler Co. 

1990s —裸眼式立体显示器萌芽 

2003 —日本Sharp推出3D量产商品 



Sharp 已推出3D 手机、3D Notebook PC、3D LCD 

monitor，並应用相关技术于立体电视LCD-TV。 

Philips、Toshiba、Samsung、NTT、Hitachi、Mitsubishi 、

Sony 、Sanyo、StereoGraphic、DTI…等多家公司推出

Prototype。 

 



左右眼看到不同视角影像 

 

大脑融合成具深度信息的3D影像 



3D影像显示技术 
戴眼鏡式 

快门眼鏡(Shutter glasses)   

偏光眼鏡(Polarization glasses)   

红绿眼鏡(Anaglyph)  

明暗眼鏡(Pulfrich effect)  

 头盔式显示器(HMD)  

 

裸眼式  

3D影像显示技術   

全像式(Holographic)   

体积式(Volumetric)  

2D多工式(2D Multiplexed) 

       (自动立体显示Autostereoscopic Display)  

2 views  

multiple views  



3维立体显示 

Three dimensional color TV  

            (E. Downing et al., Science, 273(1996)1185.) 

E0 

E2 

E1 

λ1 IR 

λ2 IR 

 λ3 visible 

Scanner Scanner 

λ1 λ2 



Energy levels of Pr, Er and Tm 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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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nstration of 3D color display  

 (E. Downing et al., Science, 273(1996)1185.) 



Complicated preparation process 

 

Ghost image due to long fluorescent  

lifetime 

 

Purity of the luminescence color 

 

 

 

 

Three problems: 



Based on second harmonic generation by using 

transparent glass-ceramic containing  

non-linear optical micro-crystallites  

Scanner 

λn 

I(2ω)~I2(ω) 



基于全新原理的固态立体彩色显示 

   Three dimensional color TV (Our group)  

             





Solid state, full-color three-dimensional display 



欢迎合作和交流！ 

qjr@scut.edu.cn 

研究方向： 

    飞秒激光与物质的相互作用 

     光子玻璃 

     微结构光纤 



祝大家天天充实快乐！ 



 

立体视觉实验 

 

将您的鼻尖对准下图的眼睛图案。 

调整眼睛焦距使眼睛图案清晰显示。 

在您的鼻子前面约25 公分处竖起大

拇指。继续将眼睛聚焦在眼睛图案

上。 

如果您的立体视觉没有问题，you 

will see two thumbs framing one 

eye. 

其次，将您的眼睛改聚焦在大拇指

上。You should see two eyes 

framing one thumb.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我们的生活也离不开光功能材料！！！ 

我们的生活不能没有光！！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演唱者:于淑珍 

幸福的花儿心中开放 

爱情的歌儿随风飘荡 

我们的心儿飞向远方 

憧憬那美好的革命理想 

啊 

亲爱的人啊携手前进 

携手前进 

我们的生活允满阳光 

充满阳光 

并蒂的花儿竞相开放 

比翼的鸟儿展翅飞翔 

迎着那长征路上战斗的风雨 

为祖国贡献出青春和力量 

啊 

亲爱的人啊携手前进 

携手前进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充满阳光 

充满阳光 

 

光 



根据电子信息材料的定义，可按其所依托的基础功能特性划分为四个类别，其中各个类别的代表性材料分别为： 

（1） 利用物理性能（电---半导体材料、介电材料、超导材料．电阻材料等； 

磁---磁记录材料、磁屏蔽材料等；光---光导纤维材料、激光器基质材科、光记录材料等；热---热敏材料、高热导性基片材料等；其他---触点材料、集成电路基片与衬底材料、微波介质材料等。） 

（2） 利用物理与物理性能转换特性——光电子材料、磁敏材料、压敏材料、热敏材料等。 

（3） 利用力学与物理性能转换特性——压电材料、力敏材料等。 

（4） 利用化学与物理性能转换特性——气敏材料、湿敏材料等。 



第十八章 几何光学  物理光学 
1、光的折射定律 
2、折射率  
3、全反射 光导纤维 
4、光的干涉、衍射和偏振现象 
5、光子说 光电效应方程 
6、光的本性 
  
第十九章 原子结构 原子核 
 1、原子结构 
 2、氢原子光谱 原子的能级结构、能级公式 
 3、原子核的组成、放射性、原子核的衰变、半衰期 
 4、放射线的危害和防护 
 5、放射性同位素 
 6、核力、核反应方程 
 7、结合能、裂变反应和聚变反应、裂变反应堆 
 
 

高中物理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
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说话。能做事的做
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
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
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随感录四
十一》一九一八年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
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
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
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1、高温超导的基本概念  

 零电阻    

 Miesser   B=m0(H+M) 

 相干长度   

•  超导电子组成对的长度§，一般为10-4cm 

•  高温超导10-7cm 

 第二类超导体 

 



1、高温超导的历史 

历史回顾 

•   1911年Onnes发现Hg，现已有5000种，到    

•           1973年每年0.3K增长。 

•           从一元二元三元，以至多元。 

•   1901—1932年： 

•       元素超导体，Pb、Sn、In、Ta、Nb、Ti等
。 

•   1932—1953年： 

•          合金、过渡金属碳化物和氮化物。 

•    



1953—1973年： 

        A15型(-钨结构，原子间距比一般晶体     

        要小，态密度高等)， 

•      Tc>17K的V3Si、Nb3Sn，Laves型ZrV2

、 

•         ZrRe2等 

70年代初 Nb3(Al0.75Ge0.25)，Nb7Ga、 NbGe 

         等，最高 Tc=23.2 K。 

•        从热力学稳定相非平衡条件亚稳相 

经验： 

         价电子数(4.7,  6.5)、质量、半径、 体 积 

•           



氧化物： 

          1964 年 Schooley 第 一 个 氧 化 物
SrTiO3(0.4K),  BaPb1-xBixO3 (钙钛矿)、  
Li1+xTi2-xO4 

 

有机超导： 

•     1980年      Jerome, (TMTSF)2PF6高压  

•                            Tc=0.9K 

•     1987年      (BEDT-TTF)2Cu(SCN)2  

•                            Tc=7.8K 

•     1990年      C60 



1986年： 

•         “possible high Tc superconductor in 
the  Ba-La-Cu-O”, 35K, IBM，钙钛矿结构 
SrTiO3、LaAlO3绝缘体 

 

78年：Bednorz和Binning，SrTiO3掺Nb， 

         增加载流子浓度n=21020和电声耦合， 

•       Tc约1.2K，中止。 

•       Müller氧化物晶体中结构相变 

78年到Yorktown IBM从事超导18个月 

80年回到瑞士 



 

83年Bednorz开展氧化物超导 

•     他受schneider关于金属氢超导的理论，
和Höck 关于J-T 离子理论启发。 

“一电子和一很大质量的周围点阵扭曲所组
成的复合体，作为一个整体能在点阵中传
播，并产生很强的电- 声耦合，可以提高Tc 

” 

 

83年用共沉和固相反应法 LaNiO3，不超导 
 

85年转向Cu 氧化物，仍不行  



85年末，Michel 合成BaLaCu 氧化物，它在 

•        -100C~300C是金属行为，小组高温  

•        缺氧化合物的催化性，没有观察低温    

•        下。Bedmorz顺利制出BaLaCuO(硝酸 

•        盐中加草酸，沉淀物加热分解固化， 

•        900C还原下生成  BaxLa5-xCu5O5(3-y)）
。 

•        未测抗磁性。 

86年9月东京大学和他们测抗磁性。 

    美国朱经武也观察到超导性，并加压   

•    1.2万大气压到52K，中国用Sr代Ba。  



87年 Michel又发现BiSrCuO，Tc = 7~22 K，   

•        日本Maeda掺Ca，85K，110K。 

88年  美Arkansas 卅 Hermann，Tc =125 K 

93年 Hg 的135K 

•             KBTc=1.14  

现状： 

•          新材料，应用（线材、带材、薄膜、 

•          块材），机理 

BCS理论 

• (1)、前言： 

•        J.Barden, L.Cooper  and   R.Schrieffer      



中科院院士赵忠贤（左四）和团队在高温超导实验室里，从左
至右分别为：丁洪、王楠林、方忠、赵忠贤、陈仙辉、闻海虎。 

  在201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以赵忠贤、陈仙辉、
王楠林、闻海虎、方忠为代表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研究团队因为在“40K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的发现
及若干基本物理性质的研究”中的突出贡献获得2013年度国家
自然科学一等奖。 

2008年2月18日，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的细野秀雄教授与合作者在《美国化
学会志》上发表了一篇两页的文章，指出氟掺杂镧氧铁砷(LaOFeAs)化合
物在26K（－247.15℃）时具有超导电性。虽然26K距40K也还有一段距
离，但它立刻引起了中国科学家的高度关注。 

  3月25日，中科大的陈仙辉研究组在SmO1-xFxFeAs体系常压下发现
超导转变温度为43K的超导电性， 

  3天后，赵忠贤、任治安通过氟掺杂的镨氧铁砷化合物的超导临界温
度可达更高的52K（-221.15℃）。 



Periodic Table 

                                                                                                                                                                                                                                                                                                                                                      



根据汤森路透的预测，这三名日本学者分别是日本东京工业大学
教授细野秀雄、东京工业大学特聘教授大隅良典以及东京大学教
授水岛升。 

  据报道，细野秀雄发现了铁系超导材料，这在科学界引起巨
大反响，也让他在诺贝尔物理学方面呼声较高，大隅良典及水岛
升则研究了蛋白质在人体内分解、再利用的“自噬作
用”(autophagy)，因而成为了诺贝尔生物医学奖方面的热门人选。 

http://lx.huanqiu.com/titech
http://lx.huanqiu.com/utokyo


Chinese scientists have been very active in exploring iron-based superconductors and, more generally, in physics and materials science. Chinese science is growing rapidly, and the nation is now second in output of papers worldwide according to our data.  What is your impression of research in China today?  

Today, although the level of research tends to vary, I think China's  

possibilities are vast. I think there are some top-notch scientists working  

at a very high level. Tsinghua University has such scientists. 

I notice that our group will publish a paper describing a new experimental  

method or a new concept, and immediately many Chinese scientists work  

on the same subject, verifying our work.  

China has a very good machine. They have perhaps helped my citation  

count!  

Many young people in China still want to study in the US, but some are now studying in Japan or Germany. China is not always on the top, but it has some very good fundamental research groups, so that will help the country develop much faster. I think, yes, this country, with its huge population and some very smart scientists, will rapidly develop.  

                                                               Y. Tokura 

http://www.researcherid.com/rid/C-7352-2009


1. 1986年9月瑞士伯诺兹和缪勒关于Ba-La-cu-O系统中可能存在
转变温试为35K的超导相文章发表，同年10月测出抗磁效应，证

实这种氧化物系统的超导性，不久日本田中等人重复了他们的结
果，同时又得到Sr-La-Cu-O超导体，赵忠贤等在1986年9月开始
研究，12月制出了起始转变温度为48.6K和46.3K的Sr-La-Cu-O和
Ba-La-Cu-O超导体，当时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实验室做出这两种
超导材料。Sr-La-Cu-O起始转变温度48.6K是当时世界最高记录，
在这类氧化物中还发现70K超导迹象，这一结果引起全世界极大
关注。  

   2. 1987年2月初美国吴茂昆和朱经武等人发现90K附近超导
氧化物，但未公布任何科学信息，赵忠贤等在1987年2月19日独
立制出Y-Ba-Cu-O液氮温区超导体，抗磁出现温度93K，并于2月
24日向全世界首先公布元素成份，这一发现已为世界各国承认。
接着与国外同时独立地用多种稀土元素替代获得十几种液氮温区
超导体，最早的一批结果在1987年3月27日发表。 

第一完成单位： 物理研究所 

获奖奖种：国家自然科学奖  

获奖时间：1989 

获奖等级：1  



半导体材料 

















对于无线通信来说，信息要靠电磁波来传输。 

 

电磁波的频率越高，可承载的信息量也就越大。 

 

而频率越高，相应的波长就越短。 

 

人们致力于电磁波的开发，从长波、中波到短波、 

 

超短波、微波、 红外光，目的就是为了传送更多的信息。  

光有啥用处？--以信息技术为例 

东周列国志> 

    周幽王为博褒姒妃一笑而烽火戏诸侯 



内容： 
 

1. 无机非金属材料 

 

2. 金属材料 

 

3. 高分子材料 

 

4. 半导体材料 

 

5.  复合材料 

 



材料是人类用于制造物品、器件、构件、
机器或其他产品的那些物质。材料是物质，
但不是所有物质都可以称为材料。 

材料（ざいりょう） 

1) 物を作る元になるもの。 

2) 芸術作品や文芸作品の題材になるもの。 

Material is a broad term for the (chemical) substance, or 

a mixture of substances that constitute a thing. See:- 

Materials science, a physical science 

Raw material, BiomaterialTextile,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material" 

Composite material 



一般的如燃料和化学原料、工业化学品、

食物和药物，一般都不算是材料。 

 

但是这个定义并不那么严格，如炸药、固

体火箭推进剂，一般称之为“含能材料”，

因为它属于火炮或火箭的组成部分。 

？ 



4  宏观量子隧道效应 

近来年，人们发现一些宏观量，例如微颗

粒的磁化强度、量子相干器件中的磁通量

以及电荷等亦具有隧道效应，它们可以穿

越宏观系统的势垒而产生变化 

 

限定了磁带、磁盘进行信息存储的时间极限 

确立了现在微电子器件进一步微型化的极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