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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功能材料 



信息的重要性 

          
         1、信息是社会系统进行有组织活动的纽带。 
 
  2、信息是现代社会重要的资源。 
 
  1）信息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 
 
  2）物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离不开信息。 
 
  3）信息产业与物质产业一样是创造社会财富、推动生产力发展 
                的巨大动力。 
 
  3、信息是管理活动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 



信息技术的发展 

21世纪是信息时代 

信息的载体 

 更快 

 更多 

 更远 

 更准确 
火光 

驿站 

火车 

飞机 
无线电波 

互联网 
物联网 



什么是信息材料？ 

我们周边有哪些信息材料？ 



一、信息处理材料 

以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为基础的计算机技术仍是信息处理的主
要技术。（量子效应、磁场及热效应、制作困难、投资大） 

根据一个芯片上集成的微电子器件的数量，
集成电路可以分为： 
 
小规模集成电路（SSI）:10或12个逻辑门以内 
中规模集成电路（MSI）:10~100个逻辑门 
大规模集成电路（LSI）:100~1000个逻辑门 
甚大规模集成电路（VLSI）:1000个逻辑门以上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ULSI）等。 

 以硅材料为核心的集成电路继续占有重要地位。 
 砷化镓也是一种重要的集成电路材料 



一、信息处理材料 

半导体材料是二十世纪中最重要、最具影响的功能材料之一。它在
微电子领域内具有独占的地位，同时又是光电子领域的主要材料。
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自动控制技术等一切当代高技术都离不开
半导体材料。 

导电特性—电阻率 

导体：10-6~10-4 Ω·cm 

半导体：10-4~108 Ω·cm 

绝缘体：大于108 Ω·cm 



(1)第一代半导体材料以Si和Ge为代表 

 

 在绝缘衬底上的硅(SOI, Si On Insulator) :功能低、低漏电、集成度高、
高速度、工艺简单等。SOI器件用于便携式通信系统，既耐高温又抗辐
照。 

 集成系统(IS, Integrated System):在单个芯片上完成整系统的功能，集处
理器、存储器直到器件设计于一个芯片(System on a Chip)。 

 集成电路的总发展趋势：高集成度、微型化、高速度、低功耗、高灵敏
度、低噪声、高可靠、长寿命、多功能。达到上述目标，有赖于外延技
术(VPE, LPE, MOCVD 及MBE)的发展。 

一、信息处理材料 

特点：均为第四族元素 
             均具为金刚石晶体结构 
             均有间接带隙 



(3)第三代半导体材料是禁带更宽的SiC、GaN及金刚石。 

一、信息处理材料 

具有禁带宽度大、击穿电场高、热导率大、电子饱和飘逸移速度高、介
电常数小、抗辐射能力强、良好的化学稳定性等独特的特性，它在光显
示、光存储、光探测等光电子器件和高温、高频大功率电子器件和高温、
高频大功率电子等电子器件领域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4)下一代集成电路的探索 
             光集成 

           原子操纵 



一、信息处理材料 

201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戴维·索利斯、邓肯·霍尔丹和迈克尔·科斯特利茨这三名科
学家，以表彰他们在物质的拓扑相变和拓相方面的理论发现。 
由于无法解决电子芯片不断变小带来的热冷却问题，IT行业已经无法按照摩尔定律所
指出的，继续延续长达几十年的高速发展。而拓扑绝缘体材料——这一能够有效解决
计算机芯片散热问题的方法，成为突破当今全球IT产业发展瓶颈的福音。 

拓扑绝缘体的内部是绝缘的，表面是导电的，而且这一非常奇妙的现象是自己产生的。
如果跟外面，大气反应之后，即使上面一层消失，下面还会有导电层，从某种程度上
说是永不消失的“镀金”。拓扑绝缘体在信息产业中将会得到非常重要的应用，它正
从科学转变为技术。 



一、信息处理材料 

我国半导体行业与国外的差距 
目前各国在加大研发第三代半导体，但我国在宽禁带半导体产业化方面
进度缓慢，宽禁带半导体技术亟待突破。 
 原材料的质量、制备技术空缺 
 器件研究工作起步晚 
 设备依赖进口 
 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业急功近利，原始创新举步维艰 
 SiC的生长技术掌握在少数公司手里，如美国的Cree公司、德国的

SiCrystal和日本的新日铁 
 

2016年我国SiC、GaN电力电子和微波射频产业产值（万元） 



二、信息传递材料 

主要以光子作为信息载体，即用光纤通讯代
替电缆和微波通信。 

 

研制先进的光纤材料，半导体激光器，光纤
放大器，光调制器材料，光滤波器材料以及
各种光器件材料，是发展新的光纤通讯系统
的基础。 



什么是信息？ 

信息作为一个科学概念以及科学研究对象，却只有五十多年的历史，对于

信息的定义，人们还没有一致的认识。 

克劳德·香农 (Claude E. Shannon): 信息是用以消除随机不确定性的东西。 

维纳 (N. Weiner): “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力”，把信息看

成是与物质、能量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客观世界三大要素之一。 

钱学森：信息是“激活了、活化了的知识”，认为信息“就是为了解决

一个特定的问题所需要的知识”。 



信息的特征 

1. 客观性 
信息不是虚无缥缈的事物，它可以被人们感知、获取、传递和利用。 

2. 时效性 
现代社会中，信息使用周期越来越短，信息的价值实现取决于对其及时地把握
和运用。 

3. 载体性 
信息必须依附于一定的载体（如声波、电磁波、纸张、化学材料、磁性材料等）
才能流通和传递，否则，信息的价值就不能体现。 

4. 传递性 
信息依附于一定的物质载体后，其传递和流通便成为可能。信息的传递性是指
信息从信源出发，经过信息载体的传递被信宿接收并进行处理和利用的特性。 

5. 可塑性 
信息在流通和使用过程中，人们借助于先进的技术，可以对其进行综合、分析
及加工处理。也就是把信息从一种形式变换成另一种形式。 

6. 共享性 
共享性是指桐一信息同时或不同时被多个用户使用，而信息的提供者并不因此
失去信息内容和信息量。 



信息功能材料 

信息功
能材料 

信息处理
材料 

信息传递
材料 

信息存储
材料 

信息显示
材料 

信息获取
材料 

激光材料
和光功能
材料 

信息产生、传输、转换、存储、调制、处理、显示或控制的材料 



 (2)第二代半导体材料是Ⅲ-Ⅴ族化合物 

 
 

 GaAs 电子迁移率是Si的6倍(高速)，禁带宽（高温）广泛用于高速、
高频、大功率、低噪音、耐高温、抗辐射器件。 

 GaAs用于集成电路其处理容量大100倍，能力强10倍，抗辐射能力
强2个量级，是携带电话的主要材料。InP 的性能比GaAs 性能更优
越，用于光纤通讯、微波、毫米波器件。 

一、信息处理材料 



二、信息传递材料 

瑞典皇家科学院6日宣布，将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英国华

裔科学家高琨以及两位美国科学家。高琨获奖，是因为他在“有
关光在纤维中的传输以用于光学通信方面”做出了突破性成就。 



二、信息传递材料 

利用光导纤维传输光波信号的通信方式，称为光纤通信。 
光纤通信是工作在近红外区，其波长是0.8~1.8μm，对应的频率为
167~375THz。 
 
实用的低损耗波长是： 
第一代系统，波长850nm，最低损耗2.5dB/km，采用石英多模光纤； 
第二代系统，波长1310nm，最低损耗0.27dB/km，采用石英单模最低色散光纤； 
第三代系统，波长1550nm，最低损耗0.16dB/km，采用石英单模最低损耗与适应
色散光纤。 
 

光纤通信技术的发展十分迅速，已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发展前景
十分广阔。 



二、信息传递材料 

光纤通讯特点： 
 频带宽，通信容量大 
 损耗低，中继距离长 
 具有抗电磁干扰能力 
 无串话，保密性好 
 线径细，重量轻，柔软 
 节约有色金属，原材料资源丰富 
 

光纤通讯缺点： 
 质地脆，机械强度低 
 光纤切断和接续需要一定的工具，设备和技术 
 分路，耦合不灵活 
 光纤，光缆弯曲半径不能过小（＞20cm） 
 在偏僻地区存在有供电困难问题 



光纤与光缆材料(网络)  

一条光纤带宽所容纳信息量相当于全世界无线电带宽的 

1000倍. (25 T bps vs 25 G bps ) 

 

石英玻璃：SiO2、SiO2-GeO2、SiO2-B2O3-F 

多组分玻璃：SiO2-GaO-Na2O、SiO2-B2O3–Na2O 

红外玻璃：重金属氧化物、卤化物 

掺稀土元素玻璃：Er、Nd、… 

 
多模只适于小容量近距离(40Km, 100M bps) 

单模可传输调制后的信号≥40Gbps 到200Km，而不需放大。 

二、信息传递材料 



二、信息传递材料 

光纤通信系统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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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传输通信系统的组成 



1965年提出如果把玻璃中的杂质去除，可以获得损耗低于
20dB/Km的光纤，实现光纤通信 。 200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0.14dB/km  (SiO2)   

(100km,  Iout/Iin=1/3) 

 

0.001dB/km (卤化物玻璃) 

(5x103km, Iout/Iin=1/3)  

高锟 (Father of Fiber Optical Communica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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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ve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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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dB/km    20dB/km 

Ge-SiO2 

0.14dB/km 

ZBLAN 

是否有更低损耗的光纤？ 

玻璃能做到多少透明？ 



二、信息传递材料 

我国光纤光缆产业的发展现状 
 

2016年光纤光缆市场迎来了新一轮发展，2016年中国光纤光缆

需求约为2.2亿芯公里，同比增长9%。2016年是光纤发明50周年，在

回顾光纤发展史的同时，业界也再一次清晰地看到了中国光纤光缆

产业腾飞的历程，在吸收引进+自主创新的发展模式下，我国已拜托

从前受制于国外的局面，迅速成为光纤光缆产能和产量占有全球50%

以上份额的“生产大国”。我国光纤光缆产业实力逐年提升，在全

球市场占据重要位置。 

 



三、信息存储材料 

磁存储材料：主要是金属磁粉和钡铁氧体磁粉，用于计算机存储。 
光储材料：有磁光记录材料、相变光盘材料等，用于外存。 
铁电介质存储材料：用于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 
半导体动态存储材料：目前以硅为主，用于内存。 



三、信息存储材料 

信息的输入与输出 



磁性元素周期表 

铁磁 反铁磁 

顺磁 抗磁 

三、信息存储材料 



1. 抗磁性材料的原子（离子）的磁矩应为零，即不存在永久磁矩。当

抗磁性物质放入外磁场中，外磁场使电子轨道改变，感生一个与外磁
场方向相反的磁矩，表现为抗磁性。如Bi、Cu、Ag、Au等金属。 

三、信息存储材料 

2. 顺磁性材料的主要特征是，不论外加磁场是否存在，原子内部存在

永久磁矩。一般含有奇数个电子的原子或分子，电子未填满壳层的原
子或离子，如过渡 元素、 稀土元素、钢系元素，还有铝铂等金属 

3. 铁磁性材料诸如Fe、Co、Ni等物质，在室温下磁化率可达10^-3数
量级，称这类物质的磁性为铁磁性。 

4. 反铁磁性是指由于电子自旋反向平行排列。在同一子晶格中有自发

磁化强度，电子磁矩是同向排列的；在不同子晶格中，电子磁矩反向
排列。两个子晶格中自发磁化强度大小相同，方向相反。反铁磁性物
质大都是非金属 化合物，如MnO。 

磁性材料 

http://www.baike.com/sowiki/%E5%85%83%E7%B4%A0?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sowiki/%E7%A8%80%E5%9C%9F?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sowiki/%E5%8C%96%E5%90%88%E7%89%A9?prd=content_doc_search


巨磁电阻(GMR)效应:磁性材

料的电阻率在有外磁场作用
时较之无外磁场作用时存在
显著变化的现象。 

引发了硬盘的"大容量、小型化"革命 

200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法国科学家阿尔贝·费尔和德国科学家彼得·格林贝格尔 

三、信息存储材料 

借助“巨磁电阻”效应，才得以制
造出更加灵敏的数据读出头，使越
来越弱的磁信号依然能够被清晰读
出，并且转换成清晰的电流变化。 

铁-铬-

铁三层
单晶结
构薄膜 



巨磁电阻效应(GMR) 

1和3磁化方向相同，电阻最小 1和3磁化方向相反，电阻最大 

1，3有磁性，2没有磁性 

三、信息存储材料 



磁存储材料 

广泛使用的磁记录介质是γ-Fe2O3系材料，此外还有CrO2系、Fe-Co系
和 Co-Cr系材料等。磁头材料主要有Mn-Zn系和Ni-Zn系铁氧体 、Fe-Al

系、Ni-Fe-Nb系及Fe-Al-Si系合金材料等。 

三、信息存储材料 



磁存储:数据记录与读取 数据记录 

数据读取 

三、信息存储材料 



磁光效应 

入射的线偏振光在已磁化的物质表
面反射时，振动面发生旋转的现象 

置于外磁场中的物体,在光与外磁场作用下,其光学
特性(如吸光特性,折射率等)发生变化的现象 

磁光克尔效应 

法拉第旋光效应 

当线偏振光（见光的偏振）在介质
中传播时，若在平行于光的传播方
向上加一强磁场，则光振动方向将
发生偏转，偏转角度ψ与磁感应强
度B和光穿越介质的长度l的乘积成
正比。 

三、信息存储材料 



含有稀土离子（如Tb3+,  Dy3+, Pr3+）的玻璃 

含有易极化离子的玻璃，如Bi3+, Pb2+ 

磁光玻璃 

掺稀土离子的氧化物，如 Y3Fe5O12:Gd 

掺其他磁性离子的化合物 

磁光晶体 

磁性光子晶体 
磁性液体 
…… 

磁光盘 

利用磁光克尔效应，磁化的区域，反
射光的偏振将偏转k，没有磁化的区
域，偏转方向没有改变。 

这样便可以通过光学手段来读取磁性

材料记录的数据。 

磁光调制器 

三、信息存储材料 



三、信息存储材料 

U盘是采用Flash芯片存储的，属于电擦写电

门。在通电以后改变状态，不通电就固定状
态。所以断电以后资料能够保存。  

闪存的存储单元为三端器件，源极、漏极和栅极。栅极与硅衬
底之间有二氧化硅绝缘层，用来保护浮置栅极中的电荷不会泄
漏。采用这种结构，使得存储单元具有了电荷保持能力，就像
是装进瓶子里的水，当你倒入水后，水位就一直保持在那里，
直到你再次倒入或倒出，所以闪存具有记忆能力。 

1．机芯：机芯包括一块PCB+USB主控芯片+晶振+贴片电阻、电容+USB
接口+贴片LED（不是所有的U盘都有）+FLASH（闪存）芯片；2: 外壳 

最大容量则已达到1T，相当于240余张DVD光盘的容量。中国朗科科技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98%E5%82%A8%E5%8D%95%E5%85%8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9%B6%E6%8C%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B4%E7%89%87%E7%94%B5%E9%98%B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7%AA%E5%AD%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C%97%E7%A7%91


三、信息存储材料 

我国存储材料的发展现状 
 
当前，伴随着第五代移动通信、物联网和大数据的快速发展，存储器的
需求量迅速增加，存储容量、存储熟读、功率、可靠性和使用寿命指标
要求也越来越高。目前，平面型存储结构在经历了将近50年的发展后遭

受巨大挑战，无法延续摩尔定律和满足下一步发展需求，存储器的发展
进入转型期。 
 
 存储器需求量大，主要依赖于进口 
 国际上形成了由少数企业对半导体存储器核心技术和产能的垄断态势 
 



摩尔定律是由英特尔（Intel）
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
（Gordon Moore）提出来的。

其内容为：当价格不变时，
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元器件
的数目，约每隔18-24个月便

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
一倍。换言之，每一美元所
能买到的电脑性能，将每隔
18-24个月翻一倍以上。这一

定律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的
速度。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B1%E7%89%B9%E5%B0%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88%E7%99%BB%C2%B7%E6%91%A9%E5%B0%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88%E7%99%BB%C2%B7%E6%91%A9%E5%B0%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88%E7%99%BB%C2%B7%E6%91%A9%E5%B0%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B%86%E6%88%90%E7%94%B5%E8%B7%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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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盘 



三、信息存储材料 

阿贝尔衍射极限：D=0.51λ/NA 



1917－受激辐射 

频率, 相位, 振动态和传播方向一致 Einstein  



三、信息存储材料 

受激发射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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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信息存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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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3+- Eu2+ Sm3+- S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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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layers spaced 2μm 

Recorded by fs laser read out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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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信息存储材料 

一个现有ＤＶＤ大小的光盘理论上可存储１６００吉的
数据。现有光盘的容量一般在６５０兆左右，蓝光光盘
也只能存储５０吉的信息 



三、信息存储材料 

BEI image of SEM 

100 (0.95) 

120fs 

200kHz 

200mW 

 1s 

Optical  
microphotograph 

200nm 

E 

10nm 

Polarization dependent nanogr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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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s of the “ Small World Map ” 

taken with optical (a) and 

polarization (b – azimuth angle, c – 

retardance) microscopes. The 

structure was printed in silica glass 

using femtosecond laser beam 

modulated with LCOS-SLM. Actual 

size of the structure is 3.4 mm × 1.8 

mm. 

The highly magnified images of the 

marked area are shown on the right. 

(Cooperated with  

Y. Shimotsuma et al. in Kyoto Univ.) 

5D optical memory 



三、信息存储材料 

3.新技术可让数据存储时间逼近“永恒” 

   

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称作“五维数据存储”的技术，不仅可以存储海量数据，存储时间还可
以超过百亿年，可以说是逼近“永恒”。使用这种技术的单个存储介质数据容量高达360太字节，远远高于目

前主流硬盘的容量。这项技术利用飞秒激光在透明的石英介质中写入数据。飞秒激光是一种以脉冲形式运转的
激光，持续时间非常短，只有几个飞秒（1飞秒为10的负15次方秒）。石英介质中有纳米结构点，这些结构点
的空间三维位置、大小和朝向这5个性质都能被用来储存信息，因此被称作“五维数据存储”。光在经过这些
结构点时，其偏振特性等性质会被改变，因此借助光学显微镜和偏振镜就能读取相关数据。 

2016年世界十大科技进展 



极致—粹（粋） 

Visual structure of  a Japanese  Zen garden,   Nature  419(2002)359. 
  



极致—粹（粋） 



匠心独具的 

匠人！ 

极致—粹（粋） 

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到极致，自己幸福，他人幸福！  



三、信息存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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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信息显示材料 

将各种形式的信息作用于人的视觉而为人所感知的手段为信息显示技术。 

电视机使用的显示器称为阴极射线管（CRT:cathode-ray tube） 
平板显示技术 
—液晶显示技术（LCD）:TFT-LCD目前能做到30寸左右。 
—等离子体显示技术（PDP）:等离子体能做到40寸以上。 
—场致发射显示（FED）:FED的最大优点就是它提供最亮、最美、又低
耗能的显示器。医疗器材及飞行仪表上常指定要这种高价位的FED. 
—发光二极管显示技术（LED）:电致发光有机材料（OLED）。LED属

于全固体冷光源，更小、更轻、更坚固，工作电压仅有两伏特，使用
寿命长达十多年。 



几种主要显示器性能比较 

类型 显示容
量 

对比
度 

彩色
化 

灰度 亮度 功耗 画面
大小 

数字
化 

寿命 成本 

LED（二极
管） 

很大 很好 很好 很好 很好 小 很大 很好 很长 很低 

VED（荧光） 不大 好 不好 不好 好 小 大 好 一般 很低 

PDP（等离
子） 

很大 好 很好 好 较好 小 大 很好 一般 较高 

CRT（电子
束） 

大 很好 很好 很好 一般 较小 小 不好 一般 较高 

四、信息显示材料 



四、信息显示材料 

发
光
显
示
材
料 

1.电子束激发的发光材料 

2.电场激发显示材料 

3.等离子体显示（PDP）材料 

阴极射线管CRT 

FED发光材料 

真空荧光显示VFD 

电致发光材料EL 

发光二极管LED 



四、信息显示材料 

1.1 阴极射线致发光过程 
 

• 电离过程    高能电子束激发发光材料时，基质晶体吸收激发能，引起
基质价带或者电子的电离； 

• 电子和空穴的输运过程    产生的电子和空穴分别在晶体中扩散运输； 
• 电子空穴对复合发光过程 
 

电子枪 

聚焦系统 

加速系统 
偏转系统 
荧光屏 

工作原理： 

在电子枪中，阴极被灯丝间接加热
至约2000℃时，阴极发射大量的电

子，经加速、聚焦、偏转后轰击荧
光屏上的荧光粉，发出可见光。电
子束的电流受显示信号控制，信号
电压高，电子束电流也越高，荧光
粉发光亮度也越高。 



190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德国基尔大学的勒纳德（Philipp 
Lenard，1862—1947），表彰他在阴极射线方面所作的工作。 

四、信息显示材料 



四、信息显示材料 

1.2 FED发光材料 
 

发光机理：属于电子射线激发发光（阴极发光）。将强电场集中在阴极
上面的圆锥形发射极上，通过电场使电子发射到真空中（FED由此而来，
这种阴极称为冷阴极）。FED把无数微米尺寸的微小阴极（发射极）配
置在平面上，阴极和阳极之间的间隔为200微米至几毫米左右，从而最
终实现平板显示 
特点：图像质量好      耗能低      体积薄      亮度高 
 

FED基本结构 



四、信息显示材料 

1.3 真空荧光显示（VFD） 
 

VFD(vacuum fluorescence display)是1967年由伊势电子工业公司开发的光

电显示器件，它是以数十伏电压的、低速的数十毫安的电子流激发荧光
体。 
用途：作为文字和数字的显示器件，用于家电产品、AV产品、车载设备
和测试设备等方面。 

基本原理：当对涂有氧化材料的阴极加
热时，它在近650度时发射热电子，热

电子被金属网栅加速后，再轰击阳极的
荧光物质发光。 
 
结构：玻璃面板 
              阴极 
              栅极 
              阳极（涂荧光物质） 
              玻璃衬底                   VFD基本结构 

1-表面玻璃； 2-阴极； 3-栅极； 
4-荧光体； 5-阳极； 6-玻璃衬底 



四、信息显示材料 

2.1 电致发光材料（EL） 
 

在直流或者交流电场作用下，依靠电流和电场的激发使材料发光的现象，
又称场致发光。相应的材料称为电致发光（场致发光）材料。 

有机发光显示器（OLED）又称有机发光二极管，是以有机薄膜
作为发光体的自发光显示器件。 

可以卷起来的显示器 



四、信息显示材料 

2.2 发光二极管LED 
 

发光二极管是一种半导体固体发光器件。它是利用固体半导体芯片作为
发光材料，在半导体中通过的载流子发生复合放出过剩的能量而引起光
子发射，发出某种颜色的光或者白光。LED照明产品就是利用LED作为光
源制造出来的照明器具。 

LED发光原理 
发光二极管一般由III-IV族化合物，如GaAs（砷化
镓）、GaP（磷化镓）、GaAsP（磷砷镓）等半导
体制成的，其核心是PN结。因此它具有一般PN结

的特性，即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击穿特性。此
外，在一定条件下，它还具有发光特性。在正向
电压下，电子由N区注入P区，空穴由P区注入N区。

进入对方区域的少数载流子（少子）一部分与多
数载流子（多子）复合而发光，如右图所示。 



四、信息显示材料 

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被授予了日本科学家赤崎勇、天野浩和美籍日裔科学家

中村修二。三位获奖者在发现新型高效、环境友好型光源，即蓝色发光二极管
(LED)方面做出巨大贡献。在蓝光LED的帮助下，白光可以以新的方式被创造出
来。使用LED灯，我们可以拥有更加持久和更加高效的灯光代替原来的光源。 



四、信息显示材料 

3.等离子体显示材料  
 

等离子体就是被激发电离气体，达到一定的电离度，气体处于导电状态，
这种状态的电离气体就表现出集体行为，即电离气体中每一带电粒子的
运动都会影响到其周围带电粒子的约束。由于电离气体整体行为表现出
电中性，也就是电离气体内正负电荷数相等，称这种气体状态为等离子
体态。由于它的独特行为与固态、液态、气态都截然不同，故称之为物
质第四态。 



四、信息显示材料 

等离子体发光原理：气体的电子获得足够的能量后，可以完全电离。一方面，
这种电子具有较大的动能，能在气体中高速飞行，同时与其他离子碰撞，使
得更多粒子电离。另一方面，电离的粒子之间也会发生复合，并以光的形式
释放出能量。 

等离子体发光原理图 

（a）电子同正离子复合；（b）正负离子复合 



四、信息显示材料 

A.单色等离子体显示基本结构 
 

       Ne-Ar混合气体在一定电压下产生气体放电，发射出582nm橙色光。 

AC-PDP DC-PDP 



四、信息显示材料 

B. 彩色等离子体显示基本结构 
 

       Ne-Ar混合气体在一定电压下产生气体放电，发射出582nm橙色光。 

对向放电式 表面放电式 

介质层：电极通过介质层以电容的形式耦合到气隙中； 
MgO保护层：降低器件工作电压，同时耐离子轰击，提高器件工作寿命。 



四、信息显示材料 

3.液晶显示材料  
 

液晶显示是依靠液晶的电光效应和热光效应，具体分类如下： 
 
（1）电场效应：利用介电常数的各向异性。属于这种的有扭曲型、超
扭曲型、宾主效应型、相变型、电控双折射型、铁电效应型等； 
（2）电流效应：利用介电常数各向异性与电导率各向异性。属于这种
的只有动态散射型一种； 
（3）电热效应：利用电极加热使液晶状态发生变化，有存储性。 
（4）热光效应：激光写入型和胆甾热变色型。 



四、信息显示材料 

扭曲向列型液晶显示器原理 



四、信息显示材料 

OLED 



四、信息显示材料 

Quantum d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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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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バートン、産総研、慶應義塾大
学は、昨年２月に、世界に先駆けて、
集光レーザー光で焦点近傍の空気をプ
ラズマ化し発光させることにより、空
気以外に何も存在しない空間に、ドッ
トからなる“３次元映像”を実像とし
て描画する「空間立体描画」技術を開
発発表した。 

 「空間立体描画」技術は、史上初め
て映像にスクリーンという束縛がなく
なった革新的な技術。３次元スキャニ
ングシステムを用いて自在に、かつ正
確にレーザー光の焦点位置を決め、空
間の任意の位置に光のドットをつくる
ことができる。また、１ドットあたり
のパルス数を制御することで、発生す
るプラズマの輝度、コントラストを制
御する。 

四、信息显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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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second harmonic generation by using 

transparent glass-ceramic containing  

non-linear optical micro-crystallites  

Scanner 

λn 

I(2ω)~I2(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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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信息显示材料方面的贡献与差距 
过去的4、5年, LED显示屏从新产品到品质成熟，国外对显示屏的全面
应用优于我国，国外市场和国内的存在情况有出口市场空间大，国内外
同类产品差距小，国内产品成本低，价格有优势。 
 
不过，出口的数量虽多，但是真正以自己的品牌出口的企业和产品却少
之又少，因此，我国LED显示屏的国际开拓之路不仅需要量的维持，更
需要质的提升。 

四、信息显示材料 

全球LED器件市场规模及预测（百万美元） 



四、信息显示材料 

光电显示材料前景 
 

显示技术的发展方向 

 高分辨率 

 平板化 

 大型化 

 研制新一代显示技术 

 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与显示技术结合 





信息功能材料 



信息功能材料 

信息功
能材料 

信息处理
材料 

信息传递
材料 

信息存储
材料 

信息显示
材料 

信息获取
材料 

激光材料
和光功能
材料 

信息产生、传输、存储、调制、显示、获取、处理或控制的材料 



五、信息获取材料 

信息的获取主要采用探测器和传感器。 

对电、磁、光、声、热辐射、压力变化或化学
物质敏感的材料均可用来制成传感器，用于各
种探测系统，如电磁敏感材料、光敏感材料、
压电材料等。这些材料有陶瓷、半导体和有机
高分子化合物等多种。 



五、信息获取材料 

传感器的发展背景 
 
         为了拓展人体信息感觉器官功能，诞生了新的感测信息技术和传感元器件。 
 

 最早开发是温度传感器。17世纪初伽利略发明温度计，人们开始利用温度进行测量。 

 1821年德国物理学家赛贝发明热电偶传感器，把温度变成电信号。 

 五十年以后，另一位德国人西门子发明了铂电阻温度计。 

 在半导体技术的支持下，本世纪相继开发了半导体热电偶传感器、PN结温度传感器

和集成温度传感器。至1990年，温度传感器的市场份额大大超过了其他的传感器。 

 与之相应，根据波与物质的相互作用规律，相继开发了声学温度传感器、红外传感

器和微波传感器。 



五、信息获取材料 

信号处理系统结构图 

模/数转换器（ADC）和数/模转换器（D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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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的定义 
 
传感器又称为换能器、变换器、探测器 

定义：能量的感知、检测材料或器件。能够将非电量信息转换成电量
信息。 
 

信息传感的原理 
传感器是借助于检测元件接收一种形式的信息，并按一定的规律将所获取的信
息转换成另一种信息的装置。 

目前，传感器转换后的信号大多为电信号。因而从狭义上讲，传感器是把外界
输入的非电信号转换成电信号的装置。 



五、信息获取材料 

传感器的构成 
         传感器一般由敏感器件与辅助器件组成。敏感器件是传感

器的核心，它的作用是直接感受被测物理量，并对信号进行转换
输出。辅助器件则是对敏感器件输出的电信号进行放大、阻抗匹
配，以便于后续仪表接入。 



五、信息获取材料 

信息获取材料的主要特征 
 

1. 信息获取材料在外场作用下，其物理性质（主要为光电性质）将发生迅速的、线性
的改变。 

2. 在外场取消以后，信息获取材料的性质立即恢复原状。 
传感材料 

 半导体材料具有特殊的光电性能；可采用集成化技术制造，便于制备出阵列式传感器；
制备成本低；灵敏度高，响应速度快，是信息获取的最主要材料之一。 

 半导体材料可以制备出力敏、光敏、磁敏、气敏、湿敏、射线敏、生物敏和化学敏感
器。 

 半导体材料是制备图像传感器的唯一材料。 



五、信息获取材料 

应用 
传感器已渗透到宇宙开发、海洋探测、军事国防、环境保护、资源调查、医
学诊断、生物工程、商检质检、甚至文物保护等极其广泛的领域。 
几乎每个现代化项目，以致各种复杂工程系统，都离不开各种各样的传感器。 
传感器技术在发展经济、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重要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传感器技术的应用领域 



五、信息获取材料 

中国在传感器方面的贡献和差距 
 
我国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涉足传感器制造业。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
国传感器技术及其产业取得了长足进步。 

目前我国传感器种类满足不了国内市场需求，中高端传感器和传感器芯片
更是依赖进口，国产化缺口巨大。其中数字化、智能化、微型化等高新技
术产品严重短缺。 

外资企业产品占据国内高端市场绝大多数的市场份额。国有企业发展处于
平稳增长状态，总体上跟不上国外最新技术发展的步伐。 



五、信息获取材料 

光纤传感器之一 — Hill Grating 



五、信息获取材料 

光纤传感器的应用 



五、信息获取材料 

物联网 

互联网 



六、激光材料和光放大材料 

半导体激光器 
低阈值、低功耗、长寿命、响应快 

 

高效固体激光器 
—掺钕铝石榴石（Nd:YAG），波长为1.06μm，呈白蓝色光； 

—钕玻璃，波长1.06μm，呈蓝紫色光； 

—红宝石，波长为694.3nm，为红色光。 

 

可调谐固体激光器 
—近红外波段调谐的Cr3+、V2+掺杂固体材料； 

—红外波段调谐的Ni2+、Cr2+掺杂固体材料； 

—紫外波段调谐的Ce3+掺杂固体材料； 

—可见光波段至红外波段调谐的Ti:Al2O3激光材料。 



定义 
激光材料主要是凝聚态物质，以固体激光物质为主 
固体激光材料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电激励为主的半导体激光材料，一般采用异质结构，由半导体薄
膜组成，用外延方法和气相沉积方法制得。 

一类是通过分立发光中心吸收光泵能量最后转换成激光输出的发光材料。
这类材料以固体电介质为基质，分为晶体和非晶态玻璃两种。 

分类 
激光工作介质 
激光调Q材料 
激光调频材料 
激光偏转材料 

六、激光材料和光放大材料 



Lasers 

Maiman (1960) 

Ruby Laser 

激光器三大要素： 
增益介质，谐振腔，泵浦源 



常用的激光材料 
激光晶体材料    大多数激光晶体是含有激活离子的荧光晶体，按晶体的组成分

类，它们可分为掺杂型激光晶体和自激活激光晶体两类。 
激光玻璃    激光玻璃储能大，制造工艺成熟，容易获得光学均匀的，价格便宜，

应用广泛。 
 
 

红外材料 
是指与红外线的辐射、吸收、透射和探测等相关的一些材料。 
红外透射    是能透过红外辐射的材料，用于制造红外仪器的部件，如红外探测

器的窗口、红外仪器光学系统的透镜和棱镜等。 
红外辐射材料    工程上，红外辐射材料只能吸收热物体辐射而发射大量红外线

的材料。红外辐射材料可分为热型、“发光”型和热-“发光”混合型三类。 

六、激光材料和光放大材料 



六、激光材料和光放大材料 

D. Payne E. Snitzer 

Real time, On line, 

High gain,  …… 

EDFA 

Optical fiber amplifier 



六、激光材料和光放大材料 
损

耗
 (

d
B

/k
m

) 

O 波段
(1260-1360) 

E 波段 
(1360-1460) 

S 波段 
(1460-1530) 

C 波段 
(1530-1565) 

L 波段 
(1565-1625) 

U 波段 
(1625-1675) 

1300 1600 1500 1400 
波长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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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激光材料和光放大材料 

Single configurational coordinate (SCC diagram)  

β-Ga2O3 

ZnAl2O4 

MgAl2Si3O10 

Mg2Si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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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 Dq-dependent chang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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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 ligand field can increase the 

activation energy for non-emission 

transition of N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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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激光材料和光放大材料 

Absorption spectra of LGS, MAS and BASO glass and 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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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 Funct. Mater., 19(2009)18.      Ni2+-doped glass ceramics 



六、激光材料和光放大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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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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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激光材料和光放大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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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激光材料和光放大材料 



六、激光材料和光放大材料 

Fiber amplifier Fiber laser 



激光器的应用 
 
工业上    利用激光的高亮度和高定向性的特点进行多种特殊的非接触特种加

工作用。目前比较成熟的应用有激光打孔、激光焊接、激光切割、激光划片、
激光表面处理和激光印刷、激光信息存储等。 
化学工业中    利用激光的高亮度、高单色性和可调谐等特点，可以对特定的

化学反应进行控制，从而实现光学催化、光学聚合、光学合成、光学提纯和
光学分立等过程。 
大型装备和建筑施工    激光准直与定向技术有广泛而富有成效的应用。例如，

利用氦氖激光器制成的激光指向仪、激光铅直仪、激光水准仪和激光经纬仪
等。 
医学领域    随着激光技术的出现，一种新型的以激光为基础的医疗和诊断手

段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激光治疗的方式包括辐照、烧灼、汽化、焊接、光刀
切割以及光针针灸等。 
军事    可用于红外伪装和红外诱饵器，航天器用红外辐射涂层是一种高温高
发射率涂层，涂层在航天器蒙皮表面上，作为辐射防热结构。 

六、激光材料和光放大材料 



六、激光材料和光放大材料 

光束质量好; 

体积小,重量轻,免维护; 

风冷却,简单易操作; 

运行成本低,可在工业环境下使用; 

寿命长,加工精度高,速度快; 

电能转化效率高; 

可以实现智能化,自动化,柔性化操作等 

光纤激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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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激光材料和光放大材料 

19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 能量级的发现 

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 原子结构和原子光谱 

192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 基本电荷和光电效应实验 

192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 电子的波动性 

196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 核子结构和穆斯堡尔效应  

196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 原子核理论和对称性原理 

196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 微波激射器和激光器的发明 

196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 共振态的发现  

197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 全息术的发明 

198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 激光光谱学与电子能谱学 

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 激光冷却和陷俘原子 

                                    ． ． ． ． ． ． 



Ultrashort pulse: Femto-spectroscopy   

Prof. Zewail 

  (Caltech)   

Femtochemistry   



Ultrashort pulse train: Femto-spectroscopy   
Precise measurement of light frequency 
                    (Optical comb)  

J. L. Hall  T. W. Haensch  



前景 
 
从产业发展趋势来看，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趋势 

 一是：中国的激光产业发展将会区域化更加集中，中国的激光

产业将更加集中在湖北、北京、江苏、上海和广东等经济发达

省市，形成以上述省市为主的话中地区、环渤海湾、长江三角

洲、珠江三角洲四大激光产业群，其中武汉。 

 二是：中国激光产业采用器件制造——OEM——系统集成的基

本模式，正朝着生产规模化、产品专业化、市场全球化的方向

发展。 

 

六、激光材料和光放大材料 



前景 
 

从技术发展趋势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趋势 

 一是：激光器技术开发向高功率、高光速质量、高可靠性、高智能化

和低成本方向发展。 

 二是：激光器研究向固态方向发展，半导体激光器、半导体泵浦固体

激光器和光纤激光器称为激光器发展方向的代表。 

 三是：激光技术与其他学科结合，不断拓展新兴应用领域，特别是精

密和微细加工领域的应用应是激光加工的重点应用方向，在高度精密

加工的场合得到进一步推广和应用。同时，激光技术与众多新兴学科

相结合，更加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 

六、激光材料和光放大材料 



信息功能材料的发展趋势 

信息时代对超大容量信息传输、超快实时信息处理和超高密度信息存
储的需求加快了信息载体从电子想光电子和光子的转换步伐，光纤通信、
移动通信和数字化技术以成为信息技术发展的大趋势。相应地，半导体光
电信息功能材料也已由体材料发展到薄层、超薄层微结构材料，并正向集
材料、器件、电路为一体的功能系统集成芯片材料、有机/无机与生命体

复合和纳米结构材料方向发展；同时伴随着材料系统由均匀到非均匀、由
线性到非线性和由平衡态到非平衡态发展；材料生长制备的控制精度也将
向单原子、单分子尺度发展。 
 
 以集成电路为基础的微电子技术产业继续占有重要位置。 
 以光通信、光存储、光电显示为基础的光电子技术产业。 



 

（1）微纳电子材料和器件 

（2）光电子材料与器件 

（3）第三代（高温宽带隙）半导体材料和器件 

（4）纳米电（光）子材料和器件 

（5）海量存储材料与器件 

（6）平面显示材料、器件与系统集成 

（7）全固态激光材料和激光技术 

（8）半导体照明工程：照明光源的革命 

信息功能材料重点研究方向和领域 



谢谢！ 



  新型功能玻璃 

飞秒激光诱导玻璃神奇的微纳结构 



什么是激光?  英语的全称是什么? 

Laser 
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 

Laser 

レーザー 

激光 

雷射 (镭射) 

 

 

Pin Ball

パチンコ 
扒金宫 

（通过受激发射的光放大产生的辐射） 



 

谁第一个发明了激光? 

Theodore Maiman 
Hughes Lab. 

Maiman (1960) 

Ruby Laser 



First Laser 



Monochromatic (10-10nm)，Narrow beam divergence(38000km/1km)  

High brightness (4x1013cd/m2,    1.7x109cd/m2(sun)) 

Coherent 

Feature of laser 



Atomic 

energy 

Semiconductor Computer Laser 

Greatest inventions in the last century 



       Laser-related Nobel Prize 

19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 能量级的发现 

192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 原子结构和原子光谱 

192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 基本电荷和光电效应实验 

192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 电子的波动性 

196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 核子结构和穆斯堡尔效应  

196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 原子核理论和对称性原理 

196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 微波激射器和激光器的发明 

196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 共振态的发现  

197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 全息术的发明 

198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 激光光谱学与电子能谱学 

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 激光冷却和陷俘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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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基本结构是怎样的? 

半导体激光器 

气体 液体 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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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外半导体激光器   阿秒超短脉冲激光  光纤激光器 



1917－受激辐射 

频率, 相位, 振动态和传播方向一致 Ei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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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惜青春的美好时光 



梅曼 1960年 红宝石 激光器 

王之江院士 1961年 红宝石 激光器 

 

E. Snitzer  1962年 玻璃激光器  

干福熹院士  1964年 玻璃激光器  

 

林严雄 1970年 连续半导体激光器 

一批院士 1971年后半导体激光器 

 



Otto-Schott Research Award (2005) 

Otto-Schott Research Award (1999) 

E. Snitzer 

Great Achievements of Prof. Snitzer: 
1) Nd-doped laser glass   

2) PDFA 

3) Double clad fiber laser  



           什么是飞秒激光? 
 

      

Three features of femtosecond laser: 

1) ultrashort pulse   

2) ultrahigh electric field (>2x1016W/cm2) 

3) ultrabroad bandwidth (coherent)  (∆ ν = k  /∆ τ) 

 

                1fs(飞秒)=10-15s 

     
 

      100 fs ( = 10-13 s ) 
片光 
100fs 30µm 

全世界发电量 

2x106兆瓦 

 

1J的100fs飞秒激光峰值功率 

107兆瓦 

 



        飞秒激光, 让你看见蚊子嘴角的美人痣 

        相信你现在一定看不见蚊子嘴角的美人儿痣，但是很快

你就有机会看到了。因为上海爱尔眼科医院的IntraLase飞秒

激光已经雷霆登陆中国大陆啦！ 

？ 

 为了保护你的眼睛，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刘劲松教授说，飞秒激光是近几年才研究发现的，也是该实验室
最新的研究方向之一，用途广泛得很。他举了几个通俗的例子：飞秒
脉冲可击穿空气，形成无形的导线；它像无形的高压警棍，可以远程
制敌；如果用于防护大型目标，飞秒激光会在目标上空布起一张无形
的电网，一旦有导弹等武器侵犯，可让它们在空中引爆。 

      记者理解，飞秒激光就是看不见的尖矛利盾。 

楚天都市报记者陈俊旺通讯员万霞胡艳华实习生刘丹 2004年5月19日 

“飞秒激光”破空而出 看不见的尖矛利盾 

不要只是机械地接受知识 

要有批判和怀疑精神！ 



How to realize ultrashort laser pulse？ 

         1）Q-switching 2）mode-locking 3）pulse-compression 

Laser medium cavity pump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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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asis of the technique is to induce a fixed pha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des of 

the laser's resonant cavity. The laser is then said to be phase-locked or mode-locked. 

Interference between these modes causes the laser light to be produced as a train of 

pulses. Depending on the properties of the laser, these pulses may be of extremely brief 

duration, as short as a few femtoseconds. 

C. V. Shank 



CPA (Chirped pulse amplification ): 
 

 

 
D. Strickland and G. Mourou (Michigan Univ.) 

Opt. Commun. 56(1985)219. 

Comp

ressio

n 

Amp. 
Pulse 

Stretching S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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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get different wavelength fs laser pulse? 

    Optical parametric oscil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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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BBO(β –BaB2O4) 



Multiphoton excitation, ionization 

Multiply-charged ions ……  

ns-laser  

processes 

1010 1012 1014 1016 1018 

Laser intensity (W/cm2) 

ns ablation 

Perturbative nonlinear processes  

Tunneling ionization 

Inner shell excitation 

High-pressure generation 

Relative effect 

Laser-matter interactions  



Characteristic time (sec) 

Characteristic time of ultrafast processes  

10-15 10-14 10-13 10-12 10-11 

Electron-electron collision 

Electron-phonon relaxation 

Molecular vibration period 

Dissociation lifetime of clusters 

10-10 

Vibration period of phonons  

Thermal  

relaxation 

Rotation relaxation of molecules 

Lifetime of excited electronic states  

Coulomb explosion of molecules 

Photodissociation of molecules 



http://photo.wangyou.com/user/s_openalbum.php?pid=9631008&uid=1307620 



IMACON 200：2億砧／秒条纹相机   纳秒级 

子弹穿透钢板的瞬间 200,000砧/秒  



Process of chemical reaction  

ICN*→[I···CN] * → I+CN 

Excited state：several hundred fs 



Fs laser pump-probe technique 





磁性的起源 
通电直导线的磁场 环形电流的磁场 

固体中的环形电流 
磁性 非磁性 

三、信息存储材料 



四、信息显示材料 

电子纸显示 
   电子墨水、反转球技术和双稳态胆甾醇液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