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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构建和谐的发展氛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半导体科学学科２００７年申请概况分析

何　杰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北京　１０００８５）

摘要：信息科学不断发展，半导体科学学科的资助范围也随之不断进行微调．４５纳米以下的微电子学器件与工艺探索为大

家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自下而上的纳电子学、自旋电子学、分子电子学、生物电子学和量子信息学等领域的研究更加活

跃和迫切；光电子学、光子学、光电子和光子集成也不断发展；而相关的新材料、新器件探索层出不穷；微纳光机电器件与系

统的应用领域不断拓展，研究也呈欣欣向荣之势．本文将简述２００７年半导体科学基金申请与资助概况及近期走向，并附

２００７年半导体学科批准资助的面上及重点项目，供有关科技工作者参考．

关键词：自然科学基金；半导体科学；信息器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信息科学部半导体科学

与信息器件学科组２００７年共受理自由申请３７７项

（２００６年３６１项），青年基金１９０项（２００６年１５０项），地

区基金１１项（２００６年８项），三类项目合计５７８项（２００６

年５１９项），总项目数较２００６年增长１１％，其中青年基

金的增长贡献最大．表１列出了这三类项目的申请数和

资助情况．

表中资助率和资助强度一栏，括号内的数据是包含

资助一年期的小额资助项目，没有括号的是只算三年期

的大额资助项目．由表中可以看出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

的资助强度与自由申请存在较大差距，这主要是由于从

２００７年起，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划归人才系列，而不是

像以前那样与自由申请一起统称为面上项目，属于项目

系列．随着划归人才系列，青年基金和地区基金的资助

强度相对自由申请要低一些，但强调保证一定的资助

率，往年我们倡导了向青年基金倾斜，每年都划转了相

当一部分自由申请基金经费用于向青年基金倾斜，保障

了青年基金和自由申请的资助率和资助强度基本一致，

今后则不用过多划转．

按各分支学科的分布为半导体材料（犉０４０１）１１４项

（２００６年１０７项）、微电子学（犉０４０２）１９４项（２００６年１７６

项）、半导体光电子学（犉０４０３）１４６项（２００６年１０７项）、

半导体其他器件（犉０４０４）６５项（２００６年７３项）、半导体

物理 （犉０４０５）５７ 项 （２００６ 年 ５５ 项）、半 导 体 化 学

（犉０４０６）１项、半导体理化分析（犉０４０７）１项．可以看出，

半导体材料、微电子学、半导体光电子学略有增长，其中

半导体光电子学增长最多；半导体其他器件和半导体物

理基本维持，而半导体其他器件却略有下降；半导体化

学和半导体理化分析近１０年来申请量极小，多数情况

下一项也没有．从２００８年起，我们调整了申请代码，取

消了半导体化学和半导体理化分析两个二级代码，增加

了半导体微纳机电系统和新型信息器件两个二级代码，

并将微电子学拆分成集成电路设计与测试、集成电路制

造与封装两个二级代码，其他还有一些微调，具体内容

如表２所示，请大家在２００８年申请项目时注意，并尽量

填写到三级代码．２００８年将会对新增代码领域的申请

予以适度倾斜，加强资助，如半导体微纳机电系统

（犉０４０７）和新型信息器件（犉０４０８）下面的各分支领域，

另外，在２００９年重点立项方面也要适度倾斜，以培育这

些新增领域，促进各学科均衡发展．

表１　半导体与信息器件学科组自由申请、青年和地区基金申请与资助概况

项目类别 申请项目 大额项数 小额项数 总项目数
大额金额

／万元

小额金额

／万元

总金额

／万元

资助率

／％

资助强度

／万元

自由申请 ３７７ ５７ １１ ６８ １８０６ ７７ １８８３
１５．１２

（１８．０４）

３１．６８

（２７．６９）

青年基金 １９０ ２７ ６ ３３ ６７４ ４２ ７１６
１４．２１

（１７．３７）

２４．９６

（２１．７０）

地区基金 １１ ２ ０ ２ ４０ ０ ４０ １８．１８ ２０

合计 ５７８ ８６ １７ １０３ ２５２０ １１９ ２６３９
１４．８８

（１７．８２）

２９．３０

（２５．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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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半导体科学与信息器件学科组新申请代码一览

犉０４ 半导体科学与信息器件

犉０４０１ 半导体晶体与薄膜材料

犉０４０１０１ 半导体晶体材料

犉０４０１０２ 非晶、多晶和微纳晶半导体材料

犉０４０１０３ 薄膜半导体材料

犉０４０１０４ 半导体异质结构和低维结构材料

犉０４０１０５ 犛犗犐材料

犉０４０１０６ 半导体材料工艺设备的设计与研究

犉０４０１０７ 有机／无机半导体复合材料

犉０４０１０８ 有机／聚合物半导体材料

犉０４０２ 集成电路设计与测试

犉０４０２０１ 系统芯片犛狅犆设计方法与犐犘复用技术

犉０４０２０２ 模拟／混合、射频集成电路设计

犉０４０２０３ 超深亚微米集成电路低功耗设计

犉０４０２０４ 集成电路设计自动化理论与犆犃犇技术

犉０４０２０５ 纳米尺度犆犕犗犛集成电路设计理论

犉０４０２０６ 系统芯片犛狅犆的验证与测试理论

犉０４０２０７ 犕犈犕犛／犕犆犕／生物芯片建模与模拟

犉０４０３ 半导体光电子器件

犉０４０３０１ 半导体发光器件

犉０４０３０２ 半导体激光器

犉０４０３０３ 半导体光探测器

犉０４０３０４ 光集成和光电子集成

犉０４０３０５ 半导体成像与显示器件

犉０４０３０６ 半导体光伏材料与太阳电池

犉０４０３０７ 基于柔性衬底的光电子器件与集成

犉０４０３０８ 新型半导体光电子器件

犉０４０３０９ 光电子器件封装与测试

犉０４０４ 半导体电子器件

犉０４０４０１ 半导体传感器

犉０４０４０２ 半导体微波器件与集成

犉０４０４０３ 半导体功率器件与集成

犉０４０４０４ 半导体能量粒子探测器

犉０４０４０５ 半导体电子器件工艺及封装技术

犉０４０４０６ 薄膜电子器件与集成

犉０４０４０７ 新型半导体电子器件

犉０４０５ 半导体物理

犉０４０５０１ 半导体材料物理

犉０４０５０２ 半导体器件物理

犉０４０５０３ 半导体表面与界面物理

犉０４０５０４ 半导体中杂质与缺陷物理

犉０４０５０５ 半导体输运过程与半导体能谱

犉０４０５０６ 半导体低维结构物理

犉０４０５０７ 半导体光电子学

续表

犉０４０５０８ 自旋学物理

犉０４０５０９ 半导体中新的物理问题

犉０４０６ 集成电路制造与封装

犉０４０６０１ 集成电路制造中的工艺技术与相关材料

犉０４０６０２ 犌犲犛犻／犛犻、犛犗犐和应变犛犻等新结构集成电路

犉０４０６０３ 抗辐射集成电路

犉０４０６０４ 集成电路的可靠性与可制造性

犉０４０６０５ 芯片制造专用设备研制中的关键技术

犉０４０６０６ 先进封装技术与系统封装

犉０４０６０７ 纳米电子器件及其集成技术

犉０４０７ 半导体微纳机电器件与系统

犉０４０７０１ 微纳机电系统模型、设计与犈犇犃

犉０４０７０２ 微纳机电系统工艺、封装、测试及可靠性

犉０４０７０３ 微纳机电器件

犉０４０７０４ 犚犉／微波微纳机电器件与系统

犉０４０７０５ 微纳光机电器件与系统

犉０４０７０６ 芯片微全分析系统

犉０４０８ 新型信息器件

犉０４０８０１ 纳米结构信息器件与纳电子技术

犉０４０８０２ 基于分子结构的信息器件

犉０４０８０３ 量子器件与自旋器件

犉０４０８０４ 超导信息器件

犉０４０８０５ 新原理信息器件

２００７年面上项目申请主要涉及１５３家单位，分布

很不均衡．其中申请数在１０项及以上的有１５家，共申

请２５４项，获资助５６项，平均资助率约为２２％，有１家

单位申请１０项均未获资助；申请５至９项的有２０家，

共申请１３３项，获资助２０项，平均资助率约为１５％，申

请７项的单位中有２家未获资助；申请２至４项的有４７

家单位，共申请１２０项，获资助１８项，平均资助率为

１５％；只申请１项的有７１家单位，有９项获得资助，平

均资助率约为１２７％．这说明在本学科组资助领域范

围内基金资源主要集中于少数具有雄厚研究基础和优

势的科研单位，今后我们将努力吸引本领域更多单位来

申请，也希望基金的资源能惠及更多的科研单位．采用

新申请代码以后，由于加强了对半导体微纳机电系统

（犉０４０７）、新型信息器件（犉０４０８）和各类器件与系统的

封装测试等方面的支持，相信今后几年会逐步有新的单

位和研究人员不断加入到本领域的基金申请行列．

２００８年有关基金申请的规定可能会有较大变化，

提醒广大申请者在申请前注意查阅有关资料，认真阅读

申请书填写须知，不要只凭经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表３和表４分别列出了２００７年半导体科学与信息

器件学科组获资助的三年期大额面上项目和重点项目，

供感兴趣的科技工作者参考．

７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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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半导体科学与信息器件学科组２００７年批准资助大额面上项目一览

项目批准号 申请人 项目名称 申请单位 学科分支

６０７０６００１ 肖清华
嵌于硅基体中的犌犲犛犻纳米团的离子束辅助固相外延生长及其

性能的探索性研究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犉０４０１

６０７０６００２ 刘　军 可用于 犕犗犛犚犉犐犆成品率设计的 犕犗犛犉犈犜模型研究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犉０４０２０２

６０７０６００６ 赵环昱 基于犈犆犚等离子体的１３５狀犿极紫外光源的研制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犉０４０２０４

６０７０６００７ 孙艳芳 电泵浦激励垂直外腔面发射半导体激光器列阵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

与物理研究所
犉０４０３０２

６０７０６００８ 曹玉莲
新型高亮度１３μ犿犐狀犃狊／犌犪犃狊量子点锥形激光器及其相应物理

机制的探索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犉０４０３０２

６０７０６００９ 梁　松 犐狀犘基异质结双极型晶体管激光器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犉０４０３０２

６０７０６０１２ 叶振华 超越衍射极限的红外探测器新构形研究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

所
犉０４０３０３

６０７０６０１３ 郜定山 光子晶体波导的慢波特性及其在集成化宽带色散补偿中的应用 华中科技大学 犉０４０３０４

６０７０６０１４ 张　玮
直接键合单片集成 犌犪犐狀犘／犌犪犃狊／犐狀犌犪犃狊犘／犐狀犌犪犃狊高效多结太

阳电池研究
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 犉０４０３０６

６０７０６０１５ 李晓云 与犆犕犗犛工艺兼容硅基犘犈犚犔结构发光二极管（犔犈犇）的研究 天津工业大学 犉０４０３０１

６０７０６０１６ 李　峰 利用微纳结构改善白色有机发光器件耦合出光效率的研究 吉林大学 犉０４０３

６０７０６０１７ 邓先宇 用于高分辨率全彩色微型显示器的聚合物发光器件 南京邮电大学 犉０４０３０１

６０７０６０１８ 段　羽 通过双色条纹状发光器件交替并列排列结构制备有机白光器件 吉林大学 犉０４０３０１

６０７０６０１９ 潘力佳 基于冻结狆犻狀结的白光电致发光器件的研究 南京大学 犉０４０３０１

６０７０６０２０ 杨　青 一维微纳光电材料的纳秒激光脉冲原位改性研究 浙江大学 犉０４０１

６０７０６０２１ 杨春雷 犣狀犗价带能带结构中的几个基本问题的实验研究 中山大学 犉０４０５０１

６０７０６０２２ 周　劲 犃犾犌犪犖／犌犪犖多量子阱中电子纵向量子输运机制研究 北京大学 犉０４０５０７

６０７０６０２３ 贾　锐 基于二元决定图集成逻辑的犛犻基纳电子器件集成研究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犉０４０２

６０７０６０２５ 伍晓明 基于显微拉曼光谱技术的薄膜材料热导率测量方法研究 清华大学 犉０４０２０１

６０７０６０２６ 陆洪毅 抗功耗攻击安全芯片关键技术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

大学
犉０４０２０２

６０７０６０２７ 蔡觉平 基于网络编码的 犕犘犛狅犆狊共享存储器动态分配技术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犉０４０２０９

６０７０６０２８ 杨振川 硅衬底上氮化镓基 犕犈犕犛工艺基础研究 北京大学 犉０４０４０１

６０７０６０２９ 陈　兢
面向透皮给药的钛基 犕犈犕犛微针阵列及其与微流体网络单片集

成技术的基础研究
北京大学 犉０４０２

６０７０６０３０ 唐　飞 基于高场非对称波形离子迁移谱的 犕犈犕犛微型环境探测器研究 清华大学 犉０４０４０１

６０７０６０３１ 李修函 犚犉信号在生物体内传播特性的理论与实验研究 北京交通大学 犉０４０４０１

６０７０６０３２ 温中泉 基于硅基驻极体与微液滴介质的振动式微型发电机研究 重庆大学 犉０４０４０５

６０７０６０３３ 周　鹏
基于过渡金属氧化物薄膜的新型电阻式存储的可靠开关机理及

器件制备技术研究
复旦大学 犉０４０４０５

６０７６６００１ 许川佩 基于量子算法的犛犗犆测试规划研究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犉０４０２０５

６０７６６００２ 谢　泉 环境半导体材料犆犪２犛犻的制备及光电子特性研究 贵州大学 犉０４０１０４

６０７７６００３ 徐　科
非极性面氮化镓衬底的犎犞犘犈生长制备及膜层中应力演变的实

时研究

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

所
犉０４０１０４

６０７７６００４ 马锡英 犐犐犞犐族半导体纳米晶体的掺杂特性研究 绍兴文理学院 犉０４０５０４

６０７７６００５ 汪连山 半极性小面犐狀犌犪犖量子阱结构生长与多色光合成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 犉０４０１０６

６０７７６００６ 俞天智 紫外发光材料的合成及其稳定性的研究 兰州交通大学 犉０４０１

６０７７６００７ 朱贤方 高能聚焦电子束硅纳米线加工及相关物理问题研究 厦门大学 犉０４０１

６０７７６００８ 许小红 高犜犮的犐狀２犗３稀磁半导体薄膜的制备、结构与磁性 山西师范大学 犉０４０１０４

６０７７６００９ 贺德衍 用大气压等离子体犆犞犇快速制备低温晶化犛犻薄膜 兰州大学 犉０４０１０４

６０７７６０１０ 张喜田 复合氧化锌超晶格结构纳米线阵列的生长和电学性质 哈尔滨师范大学 犉０４０１０６

６０７７６０１１ 姚　斌 氮掺杂狆型 犕犵犣狀犗合金薄膜的制备、应用及相关物理问题研究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

与物理研究所
犉０４０１０４

６０７７６０１２ 王　漪 犣狀犗稀磁半导体薄膜的制备与相关器件研究 北京大学 犉０４０１０４

６０７７６０１３ 顾书林 犣狀犗高效狆型掺杂、机理及狆狀结紫外探测器的研究 南京大学 犉０４０１０２

６０７７６０１４ 蒋建中 犜犕（犆狅、犆狌、犌犪）掺杂犣狀犗稀磁半导体结构和磁性能的研究 浙江大学 犉０４０１０２

６０７７６０１５ 杨少延 生长温度周期调制的 犕犗犆犞犇法制备狆型犣狀犗薄膜研究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犉０４０１０２

６０７７６０１６ 徐静平 小尺寸超薄犎犳犜犻犗／犌犲犗犖叠层高犽栅介质犌犲基 犕犗犛犉犈犜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 犉０４０２０１

６０７７６０１７ 张　卫 原子层淀积高介电常数栅介质的界面层抑制和性能调控 复旦大学 犉０４０２０１

６０７７６０１８ 张轩雄
基于多孔硅键合氧化技术直接在绝缘体上制备无位错应变硅材

料的研究
上海理工大学 犉０４０１０５

８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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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批准号 申请人 项目名称 申请单位 学科分支

６０７７６０１９ 于家康 金刚石／铝电子封装材料的界面涂层和气压浸渗 西北工业大学 犉０４０２０１

６０７７６０２０ 姚若河 多晶硅薄膜晶体管的建模及特性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 犉０４０２０２

６０７７６０２１ 王春华 射频集成电路设计的电流模式方法学研究 湖南大学 犉０４０２０２

６０７７６０２２ 汪鹏君 基于 犕犆犜犌犃犔的高信息密度集成电路低功耗关键技术研究 宁波大学 犉０４０２０２

６０７７６０２４ 陈弘达 植入生物体的专用集成电路及相关模型研究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犉０４０２０２

６０７７６０２５ 陈弘毅 ７．５犌犎狕全带宽无载波脉冲犝犠犅犛狅犆射频前端集成电路设计 清华大学 犉０４０２０２

６０７７６０２６ 蔡懿慈 极大规模集成电路片上供电网络仿真及优化 清华大学 犉０４０２０２

６０７７６０２７ 邹雪城 安全静态随机访问存储器（犛犚犃犕）的研究与设计 华中科技大学 犉０４０２０２

６０７７６０２８ 韩　军 基于微处理器硬件结构的敏感信息保护技术研究 复旦大学 犉０４０２０２

６０７７６０２９ 李　展 稀有金属微纳结构中倏逝波的多次激发和稳定性研究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 犉０４０２０４

６０７７６０３０ 徐秋霞 高犽栅介质／双金属栅器件研究及制备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 犉０４０２０３

６０７７６０３１ 李华伟 避免过度测试的时延测试生成方法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犉０４０２０５

６０７７６０３２ 任　聪
犌犪犃狊／犃犾犌犪犃狊亚微米犎犪犾犾阵列探测仪及其在微磁矩样品测试

中的应用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犉０４０４０１

６０７７６０３３ 吴丰顺 微小互连高度下焊点的界面反应及可靠性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 犉０４０２０８

６０７７６０３４ 柴常春 半导体器件与电路的“响应型”损伤机理与实验研究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犉０４０２０８

６０７７６０３５ 王　辉 侧向光伏与磁电阻共存新型光电材料的研究与制备 上海交通大学 犉０４０３

６０７７６０３６ 孙甲明
电场调制下纳米硅微晶和犈狉离子耦合系统的发光特性和高效率

场致发光器件
南开大学 犉０４０３０１

６０７７６０３９ 梁春军 两单元叠层全色有机发光器件 北京交通大学 犉０４０３０１

６０７７６０４０ 蒋雪茵
透明氧化物半导体薄膜晶体管及其驱动的犗犔犈犇全透明显示器

件的研究
上海大学 犉０４０４０５

６０７７６０４１ 张国义 犌犪犖基稀磁半导体与偏振光发光二极管的研究 北京大学 犉０４０３０１

６０７７６０４２ 胡晓东 氮化镓基量子异质结构和发光性质 北京大学 犉０４０３０２

６０７７６０４４ 郑卫民
量子限制杂质原子作为单电子量子点对犜犲狉犪犺犲狉狋狕远红外发光器

的应用
山东大学 犉０４０３０１

６０７７６０４５ 马向阳 基于 犕犵狓犣狀１－狓犗合金的波长可调的紫外电致发光器件 浙江大学 犉０４０３０１

６０７７６０４６ 韩培德 １５５微米波段全犛犻波导型光电探测器的研究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犉０４０３０４

６０７７６０４７ 赵德刚 位错和点缺陷对日盲型犃犾犌犪犖紫外探测器性能的影响机理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犉０４０３

６０７７６０４８ 赵玉龙 硅微三维微力传感器研究 西安交通大学 犉０４０４０１

６０７７６０４９ 刘晓为 多晶硅纳米膜压阻式压力传感器研究 哈尔滨工业大学 犉０４０４０１

６０７７６０５０ 郭　航 可植入无线传感器网络的信号传输与能量供给的研究 厦门大学 犉０４０４０１

６０７７６０５１ 张万荣 超宽频带犛犻犌犲犎犅犜低噪声放大器研究 北京工业大学 犉０４０４０２

６０７７６０５２ 程知群 犌犪犖线性功率器件及大信号模型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犉０４０４０３

６０７７６０５３ 傅云义 基于碳纳米管的新型存储器件研究 北京大学 犉０４０２

６０７７６０５４ 江安全 大幅度提高铁电场效应管（犉犲犉犈犜）中存储电荷保持时间 复旦大学 犉０４０５０２

６０７７６０５６ 钟传杰 基于喷墨印刷与自组装技术的有机薄膜晶体管工艺的研究 江南大学 犉０４０４０５

６０７７６０５７ 胡雄伟 高灵敏度硅漂移探测器研究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犉０４０４０４

６０７７６０５８ 吴良才 基于双层异质结构的纳米晶浮栅存储器基础研究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

技术研究所
犉０４０５０１

６０７７６０６１ 李树深 半导体低维结构中的量子相干态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犉０４０５

６０７７６０６２ 温廷敦 电子自旋极化增强介观压阻效应的理论与实验研究 中北大学 犉０４０５０７

６０７７６０６３ 张　平 耦合量子点中的自旋动力学和量子纠缠研究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

所
犉０４０５０８

６０７７６０６５ 曹　冰
表面微纳光栅对犐狀犌犪犖／犌犪犖量子阱犔犈犇偏振特性和出光效率

的影响研究
苏州大学 犉０４０３

６０７７６０６６ 康俊勇 宽禁带半导体中光子与原子强耦合结构 厦门大学 犉０４０５

６０７７６０６７ 许怀哲 犣狀１－狓犆狅狓犗室温铁磁半导体的磁圆二色谱研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犉０４０５０１

表４　半导体科学与信息器件学科组２００７年批准资助重点项目一览

项目批准号 申请人 项目名称 申请单位 学科分支

６０７３６０３０ 程玉华 纳米工艺下可制造性和成品率驱动的集成电路设计方法学研究 北京大学 犉０４０２０２

６０７３６０３１ 刘峰奇 室温连续量子级联激光器择性控制与应用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犉０４０３

６０７０６０３２ 赵有文 高质量、大尺寸犣狀犗单晶生长及相关基础研究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犉０４０１

６０７０６０３３ 郝　跃 犌犪犖宽禁带微电子材料和器件重大基础问题研究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犉０４０２

６０７０６０３４ 曲胜春 复合半导体纳米材料构筑与体异质结太阳能电池研究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犉０４０３

６０７０６０３５ 于晋龙 新一代光网络中高速光信号处理的关键技术及器件研究 天津大学 犉０４０３０４

９０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