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09電子科学崎技木

一 、学科 概 況

任何学科的友展都高不升吋代的需求。当今吋代明呈特征之一就是与屯子科学崎技木密不

可分。具体地悦 ,也 即工夜立、国防和人熙生活張烈需求的微屯子芯片吋代 1几乎―切通信頼

以力生的屯磁波吋代 ;杓成全部屯子没各的屯路ち系銃吋代。逃一歩的友展追勢明晩表明 :当

今吋代是新型光屯磁材料不断涌現、光屯磁技木逐歩融合友展及庄用的革命性吋代。

屯子科学埼技木学科的友展己有近 200年 的厨史。19世 紀出現的欧姻定律和克希荷夫定

律莫定了屯路基硼 ,麦克斯キ方程狙莫定了屯磁波理沈基砧 :20世紀初蒔定愕、海森堡、狭

拉克和愛因斯坦夭オ群体完成了微現粒子的量子力学体系 1伺后固体物理学的出現更是在理稔

与工程之同架起了堅固的杯梁。

在量子理稔基硼上友明了激光器 ,将 屯磁波的生成、控制和探双l双佑銃的元残屯波、微波

ケ展至」太赫滋波、光波宜至 X射残 ,井正在実現屯磁頻潜的全覆差。

基千量子稔込友明了原子紳 ,実現了屯磁波頻率的精密控制和侍播 ,実現了当今的全球丑

星定位与尋航 ,以及大地域苑目的通信同歩与屯力借輸同歩。光神的友明使得里星定位与尋航

精度迫干更高的精度。

在固体物理学的屯子能帯沈的基拙上 ,友明了晶体管和集成屯路 ,以及随后的光行和半尋

体激光器的友明升念」了屯子信息埼通信技本的新犯元。近年来 ,寛禁帯半尋体等新型材料与破

基屯子器件、半尋体新能源器件、微幼/量 子 屯子器件、新型 屯力半尋体 器件、元源器件、

MEMS器 件等不断涌現 ,屯子器件面 n又一次新的友展。

当前 ,屯子器件双集成屯路友展至J集成系統芯片 (SOC),光子器件也正双分立走向集成 ,

有力推劫了it算机、通信、智能伐器和 自劫控市1等学科的友展 ,扱大地支禅了国民経済ち国防

飯域中各美屯子信息系銃的友展 ,井成力当代信息社会的基石。屯子科学与技木己径成力現代

科学技木渚多学科的重要和不可或鉄的基硼。

二 、学科 内涵

1.研究対象 本学科重点研究屯子込劫規律、屯磁場与波、屯磁材料与器件、光 屯材料

埼器件、半尋体埼集成 屯路、屯路埼屯子残路及其系統 BN」 科学埼技木。本学科的研究内容包

括 :帯 屯粒子、光子和屯磁波的声生、込劫、交換及其在不同媒晨中的相互作用的現象、数

皮、机理和規律 ,具体包括物理屯子学、屯磁場埼波、屯磁場埼物晨相互作用、屯路与系銃、

屯子残路等 :在此基砧上友現、友明和友展的各稗屯子材料、屯磁材料、光屯磁元器件、屯子

残路、集成 屯路 ,乃至集成屯子系銃和光屯子系統 ,井升友相庄的没汁和制造技木。

2.理治 本学科理稔大致包含三今戻次 :基咄戻次 ,交 又戻次和友展戻次。基砧戻次主

要有屯磁場ち波理力、量子物理、量子屯子学理沿、光屯子理流、屯路分析与ヨト残性理力、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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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ち系統理稔等。交又戻次如汁算机ち汁算技木理流、信息理力、隻染性理透和系銃沈等。友

展戻次力新材料理流、光屯結合理透等。

3.知涙基硼 本学科以数学、基咄物理ち量子物理、(屯 )路、 (屯 、磁 )場与波力理透

基砧 ,以物理屯子、自旋屯子、微/多内屯子、光子和光 屯子、屯路分析、屯子残路、信号与系

銃、信息存備、信号ち信息処理和計算机技木等力技木基咄。

本学科在物理屯子学、微屯子学及固体屯子学、量子屯子学、屯路ち系統、屯磁場埼波等

理稔指尋下 ,以 屯、磁、半尋体、光子材料力基咄的集成器件力基石 ,以 多頻段屯路和場路没

汁力手段 ,以信号和光子侍播和系統杓造力 目的 ,利 用理透汁算分析和実唸唸江相結合的方法

升展学木和工程没it研究。

4.研究方法 本学科在研究和実際皮用中,主要有下述三神方法 :(1)理稔分析埼計算

傍真法。以対屯子這劫規律、物的分布規律、波的侍播規律和系銃込劫辻程的物理汰知力基

咄 ,建立微分数理方程模型 ,以計算方法力手段 ,用 計算机輔助分析和唸江系統的性能 ,提出

解決実際同題的方案。(2)理沿指尋下的没汁与制作法 ,屯子系統減唸 ,実 唸双l武 与唸江法。

在本学科的基砧理稔指尋下 ,在計算物真的基砧上 ,針対待解決同題 ,利 用各神屯磁材料和器

件没汁杓造和市1作 的屯子系銃 ,井使其在各紳琢境下的武蛤 ,通辻屯子供器澳l減 以栓唸系統的

功能和性能。 (3)不 同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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畳、没各和系統的分析、没汁、制造与皮用技木等。

4.屯磁場与徴波技木 是研究屯磁場ち屯磁波及其与物廣相互作用的科学和技木。主要

研究屯磁波 (包括光波)的 声生、侍播、借愉、ち媒晨的相互作用以及栓双l理 稔和方法 ,屯
磁輻射与散射 ,人工屯磁媒辰 ,隠 身材料和技木 ,微 波、蔓米波及光波的有源和元源器件、大

残、微波屯路与系銃的理流、分析、物真、没汁、工芝及皮用 ,以及琢境屯磁学ち屯磁兼容技

木 ,汁算屯磁学 ,微波能技木与皮用 ,信号埼国像的荻取、処理与分析技木 ,生物与 EII庁 屯磁

技木等。

本学科各方向互相滲透、互相交叉。例如 ,尋波与光奸光学是物理屯子学和屯磁場理稔与

微波/光波技本的交又 ,集成屯路是屯路与系銃、屯磁場ち微波和微 屯子学ち固体 屯子学的交

又 ,功率集成屯路 (PIC)是微屯子学和屯力屯子学的交又 ,微机 屯系統是微 屯子学埼固体 屯

子学和物理屯子学的交又 ,屯路円絡理稔是屯磁場与微波技木和屯路埼系銃的交又等。

四 、培 弄 目禄

1.碩士学位 具有較寛同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知沢 ,全面、系銃、まし実的寺立知沢 ,規 茫

的学木り1家 ,科学実践能力,具各学木研究的基本能力和独立双事 屯子技木工作的含」造型人

オ。具体包括 :(1)熱 愛祖国,遵紀守法 ,具有較張的事立心和困結跡作精神 ,釈扱力国家

建没服勢 ,有社会責任感 ;(2)具有堅実的数学、物理基砧知沢 ,具有屯子科学和技木寛声

堅実的理稔和系統寺 )]的 知沢 ,了 解国内タト物理 屯子学、量子屯子学、屯子信息材料埼元器

件、屯路与系銃、屯磁場与微波技木、光波技木、半尋体物理与器件、集成屯路等某―飯域新

技木和友展劫向,掌握屯子科学、量子科学、通信科学、信息科学寺立的基咄理透与技木 ,掌

握計算机科学、控制科学的一般理沈与技木 :(3)具 有双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或独立担負

本寺立技木工作能力 ,能結合与本学科有美的実際同題逃行含」新的研究 :(4)具 有在研究机

杓、高等院校和声立部 i]有美方面的教学、研究、工程、升友及管理工作能力|(5)熟 妹掌

握一 |]タト国悟 ,能‖仄利地開漢寺立牟干」,具有較好的所、悦、漢、写能力 ,以及国際祝野和党

争能力,皮具有含」新精神和能力的仇秀人オ ;(6)思 準芦達 ,遅輯芦密 ,具有友現同題、提

出同題和解決同題的基本能力 ,事 面和 国共表迭能力好。

2.博士学位 具有寛同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知沢 ,了 解本学科的友展馬史和現状 ,掌握本

学科的友展方向,在某一介飯域或方向上有深入的研究 ,具各独立双事高層次科学研究和教学

的能力。具体包括 :(1)熱愛祖国,遵紀守法 ,具有彼張的事立心和困結跡作精神 ,釈扱力

国家建没服努 :(2)崇 尚科学、追求真理 ,知 暁人文和社会科学 ,社会責任張 ;(3)対本学

科包含的信号ち系銃、屯路、屯磁場和波、物理屯子学、量子屯子学、電子材料与元器件、半

尋体物理和半尋体器件、集成 屯路等理稔有庁泥的知沢面 ,対所研究的具体領域有全面的掌

握 |(4)能鯵清楚了解本学科主要友展造勢 ,以及有能力荻得在本学科的任何一介飯域升展

研究所需要的背景知沢 ;(5)准晩半」断釜定所研究尚題的倫値和意文 ,具有独立提出同題和

解決向題 的能 力,在 科学或寺 )]技 木上倣 出含」造性 的工作和遊行 富有成 果的独 立研究 :

(6)必須具各没汁実唸方案的能力 ,系統的実唸技能和熟家的供器没各操作能力;(7)至 少

掌握― i]タト国悟 ,能熟練地開漢本寺立的タト文資料 ,具有良好的写作能力和辻行国際学木交流

的能力 ,泣該具有口央的、お面的和演示性的交流表迷能力和技巧 ,有深度地、清楚地,E扱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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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結果 ,能杉以寺立的林准在学木期刊及学木会波友表 自己的研究成果 ;(8)具 有独立双事

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 ,具各成力学木帯央人或保題負責人的素反 ;(9)能 独立承担対学科友

展或国民径済建没有意又的研究或升友深題 ;(10)能 1/1任 高等院校和研究院的教学和研究工

作 ,或担任技木管理和工程没汁工作。

五 、相 美 学科

屯子科学埼技木学科ち其他一致学科 ,如信息与通信工程、汁算机科学与技木、控制科学

与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等学科相互交又 ,緊 密朕系 ,又 埼物理学、数学、生物医学工程、光

学工程、供器科学与技木等学科有密切美系。

人美社会将全面遊入信息吋代和能源短映吋代 ,屯子信息化、市能、不保需求推劫各美現

代科学技木突ヽ猛逃 ,作力基砒学科的屯子科学与技木在斉多方面将有革命性的新突破 ,新 的

学科分支持会不断涌現。

六 、姉写 成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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