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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科技人员的自尊！创新

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支柱！

人生格言

上海市科技传播学会合办
本栏责任编辑 李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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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新 是 自 尊

贺荣明，1961年12月生。1984年毕业
于上海同济大学机械工程管理系。2001
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区域经济研
究生院，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高级工程
师。2002 年起受上级委派组建上海微电
子装备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董事长兼
总经理等职，先后承担国家科技部“十五”
重大科技专项100nm高端光刻机的研制、
国家 02 科技重大专项 90nm 光刻机的研
制任务，任项目负责人和国家光刻设备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2007 年获上海市
人民政府“上海市科技领军人才”，2010
年12月国家科技部和国家02专项实施管
理办公室授予“国家计划执行突出贡献
奖”。2012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简 介

十年磨一剑

“什么是‘光刻机’？还要是‘高端’的。”外行人
肯定被问得云里雾里。贺荣明介绍说，要把一块
体积小巧、功能强大的集成电路芯片制造出来，
除了卓越的电路设计外，更离不开将设计图形转
换成高性能芯片的制造设备，而其中最为关键的
设备就是光刻机。在摩尔定律的推动下，光刻机
的精密程度走向以纳米为单位。人们常说，制造
一块芯片，其精细程度比在一根头发丝上“绣花”
还要高。他更形象地比喻说：用光刻机在硅片上
刻电路，如同在一架时速1000公里的飞机上向另
一架以同样时速飞行的飞机上写米粒大的字，同
步精度在 3纳米左右。要制造出如此高精度的芯
片，对光刻机本身的各项精度要求就更高，以重要
零件镜片面形误差为例，必须在5纳米以内，相当
于整个足球场的高低误差不超过0.5毫米。

10年前，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还是一方
浅浅的鱼塘，是贺荣明与十几名员工出发的起
点，他们不再顾盼大都市的繁华，10年如一日默
默地扎根这里，为早日实现“制造中国人自己的
光刻机”的梦想，贡献着青春岁月。贺荣明告诉我
们，我国每年最大宗的进口物资不是石油，也不
是粮食，而是集成电路、高端芯片、成套工艺及高
端装备。长期以来，我国集成电路行业从制造工
艺到装备再到材料，都严重依赖进口，每年进口
额高达 1200 亿美元。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手
机、电脑、电视等各种电子移动终端都离不开集
成电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芯片”。而光刻机是
半导体芯片制造业中的最核心设备。

2002 年上海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成立之
初，我国从事光刻机研究的人员很少，相关基础
很弱，国内集成电路生产用光刻机全部依赖进
口，并且还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2002年 3月，一
批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怀揣着科技报国梦想和
一颗不服输的心，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上海
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在贺荣明的带领下，开始
了中国人研制高端光刻机的艰辛历程。认识到光
刻机战略实施对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重要性，
在国内各方面基础条件均不太完善的情况下，他
们精心组织团队，卧薪尝胆、不断创新、十年磨一
剑，取得了多项开创性成果。放眼世界，集成电路
作为信息产业的基础和核心，是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战略性产业，在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及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是否能用自己的关键装备生产
集成电路，已成为当前国际竞争的焦点和衡量
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以及综合国力的重
要标志。

首台先进封装光刻机于 2009 年实现销售，

在用户生产线运行至今，连续封装了几十万片硅
片，得到客户较高的评价和认同。目前该系列产
品已形成小批量产能，并实现了海外市场整机销
售零的突破，获得大批市场订单。先进封装光刻
机获国家 2010 年度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中
国半导体行业 2010 年度创新技术产品成果奖、
国家 2011 年度重点新产品项目、上海市 2010 年
度技术发明二等奖。“如果 10年前我知道搞光刻
机有这么艰难，可能就不会坚持到今天。”面容显
得有些疲惫的总经理贺荣明玩笑间流露出创业
的艰辛。

光刻机精神

“干我们这行当太单调，所以首先要耐得住
寂寞！”贺荣明说，“我们在上海这个大都市里，外
面的诱惑太多了。我们不但需要连续攻克科技难
关，还要塑造企业文化，让我们的人才留得住。”
通过 10 年的持续努力，上海微电子装备有限公
司培养和汇聚了一批光刻机总体设计、系统集成
及关键技术单元、复杂大型项目的管理等专业技
术管理人才近千人，团队中拥有国家“千人计划”
和上海市“千人计划”等专家。

“10 年前，有国外公司放言，就是把整套图
纸给你们，你们也做不出。10 年后，通过在光刻
机方面的科技突破，公司已具备复杂大系统过程
控制与工程实现能力。”总经理贺荣明对此深有
感触。10年来，从跟踪国际专利到不断掌握具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光刻设备的总体设计
技术、集成技术和关键单元技术，并形成系列完
整的产品，上海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填补了国内
光刻机在该领域的空白，并且在国际同类产品中
处于先进水平，大大缩短了我国半导体设备与国
外的技术差距。

光刻机人才既需要丰富雄厚的基础理论知
识，又需要长时间积累的实际经验；既需要系统
工程师，也需要高级技工等高水平的能工巧匠。
而光刻机顶尖人才被少数公司垄断，且鲜有高端
光刻机海外华人人才，光刻机高端人才流动困
难，且受国外政府监控。因此，光刻机人才在少量
引进的情况下主要依靠自身的培养。

通过几年的持续努力，公司培养和汇聚了光
刻机总体设计、系统集成及关键技术单元、复杂
大型项目的管理等专业技术管理人才近千人，并
在海外设立了技术研发基地，为国产光刻机的研
发、产业化提供技术支持和技术决策咨询。

这些经过不断锤炼形成的人才团队，是国家
和上海的财富，也是提升上海先进制造业和高技
术装备的生力军。

贺荣明在人才培养上也有独到举措。他把人
才培养比喻为高楼大厦的“隐蔽工程”，认为只有
地下工程的基础扎实了，万丈高楼才能坚固。他
表示，公司培养人才的目标有三个层次：一是培
养一批能解决工程难题的一流工程师队伍，二是
培养一支研发光刻机的国家级团队，三是培养一

支能与国外一流团队 PK 的国
际化研发团队。他用“创新是一
种自尊”“坚守是一种美德”的
企业文化激励科技人员耐得住
寂寞、吃得了千辛万苦，在艰难
的科技攻关征途上不断攀登新
高峰。同时，他坚持顶层设计、
制度安排，每年选送一批科技
人员远赴海外学习，推荐科技
人员到国际顶级论坛“谈剑论
道”发表论文，让科技人员在

“战争中学会打仗，在战争中成
长为将军”。现在，公司研发团
队的平均年龄仅 32 岁，管理骨
干的平均年龄为 36 岁，按工程
师生命周期理论，这支队伍完
全可以承担“十二五”“十三五”
期间国家重大专项攻关任务，
再攀微电子装备领域新高峰。

贺荣明始终注重系统集成
技术与系统组织能力的培育。
他系统地学习美国宇航局和波
音公司管理技术系统的方法，
以及国内神舟飞船技术攻关和

技术管理的经验，把人才作为发展的基础，但又
不依赖于个人，注重发挥团队的力量，将不同技
术、性格，地域和文化背景的人组织在一起，点上
创新、面上集成，形成有集成能力的原始创新技
术。现在，美、日、俄、法、英等国的一流企业也成
为公司研发链条上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展多兵种
联合作战，攻克一个个技术难关，取得一个个技
术突破。经过 10年积累，公司掌握了大量核心技
术并拥有了一批自主知识产权，已申报专利1000
多项，获得专利授权 300 多项。公司不仅是上海
市的高新技术企业，还是上海市专利工作和知识
产权示范企业。

沿途下蛋

10 年前，上海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在国际
同行面前名不见经传。10年后，上海微电子装备
有限公司的技术逼近世界先进水平，跻身世界前
列，在国际舞台上频频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不断
赢得国际同行和合作伙伴的重视。“成功的花儿，
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
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10 年
后，从无到有，突破一道道技术难关，如今的上海
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已成为世界上继欧洲和日
本 3 家光刻机公司之后的少数掌握高端光刻机
系统设计与系统集成技术的公司，引领“中国智
造”不断走向世界。光刻机是半导体芯片制造业
中的最核心设备，在国家“十五”“十一五”“十二

五”发展规划中都被明确定义为重点制造装备，
并列入国家02科技重大专项。

公司独特的“文档化”管理模式和优秀的企
业文化，源源不断地吸引着国内外高素质人才竞
相到来。如今，公司的人才结构更加合理，硕士、
博士学历的员工比例达 50%以上，包括一大批

“千人计划”人才、“领军人才”、专业工程师、高级
技工。“70 后”“80 后”员工是人才团队的中坚力
量，并涌现了一部分勤于钻研、乐于奉献的“90
后”员工。年龄结构合理的高素质人才团队，为上
海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增加了底气。

自主设计、制造和集成的国内首台高端投影
光刻机于 2007 年问世，使国内高端光刻机的水
平在原有样机基础上实现了几代的跨越和重大
突破。首台先进封装光刻机于 2009 年下半年实
现销售并上用户生产线运行至今两年多，连续封
装几十万片硅片，设备性能稳定，得到客户较高
的评价和认同。目前，该系列产品形成小批量产
能。光刻机的研发成本相当高，国际巨头仅一年
的研发资金就逾 5亿欧元，一般的公司根本难以
为继。光刻机专业人才的培养更需要漫长的时
间，培养一名专家型光刻机工程师国外一般要花
17 年时间。贺荣明说，在摩尔定律的推动下，充
满挑战的尖端技术、国内匮乏的人才和研发资
金、西方技术强国的垄断和限制，成为限制国产
光刻机快速发展的桎梏。

公司与高校、科研院所和客户紧密协作，采
取边研发边应用的模式，把技术优势转化成产业
优势。贺荣明形象地指出：“将贵族型产品变成平
民化产品，我们通过自主创新及时把阶段性成果
转化为市场应用性项目，即‘沿途下蛋’，开发出
比国际光刻机设备技术超前的产品，逐鹿市场竞
争，在快速产业化方面闯出了一条新路。”

茅永民

开启开启““高频头高频头””微型化之路微型化之路
高频头，又被称为“频率综合器”，是电视机用来接收高频信号，

并解调出视频信息的一种装置。我们平时看电视，可以利用遥控器在
众多电视频道间自如切换，就是这种装置在发挥作用。过去，这种装
置体积大、耗材多、性能不稳定。经过10多年的努力，复旦大学射频集
成电路设计实验室终于实现了“高频头”的微型化——开发出仅如拇
指盖大小的缩微高频头。更为有价值的是，该实验室已经成功实现了
技术的产业化，让缩微高频头走进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

本栏责任编辑 耿挺

—— 记上海微电子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贺荣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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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 突破重重难题

走进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在进行芯片的测试
工作，非常忙碌（见图）。复旦大学副教授唐长文
介绍说，2002年，实验室开始高频头高度集成化
的研究。到 2009年，实验室突破了以往频率综合
器计数局限于整数的局面，将原本只能在 4和 5
之间进行的切换拓展为在 4、4.5、5这 3个数间进
行，从而大大减小了其产生的频率误差，提高了
输出信号的精度。与此同时，实验室还拓宽了频
率综合器的带宽，把其产生的频率最高值与最低
值之比扩展到了 2，创造了单一电感电路振荡频
率的世界纪录。2012年，实验室又将频率切换最
高值和最低值之比提升到再创纪录的 2∶4。唐长
文解释说，这就好比拓宽了路面、增加了车道，使
道路可以容纳更多汽车，通行容量和速度都得到
提升。

降低电子噪音对设备工作的干扰是实验室
突破的另一个难点。电流如同水流，在流动的过
程中会产生波动，尤如波浪起伏。电流波动会引
起电压起伏，从而最终导致频率的不准确，这被
称为电子噪声。电子噪声会对综合器的信号输
出产生不良影响。那么如何才能减弱电子噪声
呢？实验室改进了频率综合器的部件——鉴频
鉴相器，以达到“无”噪声折叠的效果。频率综合
器的核心是压控振荡器，它产生的是飘移的不
稳定频率。为了实现频率的稳定，必须要为其提
供一个参照物。这就需要鉴频鉴相器的另一个
组成部分晶体振荡器发挥作用了。晶体振荡是
一种稳定的机械振荡，加上电压后可将这种稳
定的机械振荡转化为同样稳定的电子振荡，从
而与压控振荡器产生的振荡进行频率和相位的
对比。这就好比要为行驶在海面上的船只装备
一个罗盘或者水平仪，使它能够在起伏不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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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标准方向或水平线，并对自身做出调整。传
统的鉴频鉴相器在进行对比调整时，两种振荡
都是发生变化的，可能使对比结果呈现非线性。
这如同刻舟求剑，舟和水都处于不停的运动中，
缺乏一个相对稳定的参照物，使人们难以从流
动的江水中寻回宝剑。如果在宝剑落水处打下
一根木桩，这样就有一个固定的参照物。实验室
成功地固定了晶体振荡器的频率，使频率对比
和修正时只需要调整压控振荡器所产生的频
率。这一改良大大提高了调整结果的准确性，确
保了输出信号的稳定性。

面向产业 与企业全面合作

近年来，实验室完成了多项科研项目，其中
包括国家“核高基”科技重大专项、国家 863计划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科技特派员
项目、上海市“青年启明星”计划资助项目等。

产业化的浪潮也在悄然掀起。据唐长文介
绍，实验室研发的频率综合器不仅可以用到电视
机遥控器中，还可以覆盖所有具有无线通讯功能
的电子设备，如电脑CPU定时器、手机智能终端
等，应用前景非常广泛。

身处张江高新区的独特区域优势，使得实验
室与企业之间的接触更加紧密。2009年的一款频
率综合器已经在展讯通信中实现了产业化，将运
用在电视机遥控器领域。此外，澜起科技、酷芯科
技、中芯国际、华虹NEC都是实验室的产学研合
作伙伴。在日新月异的电子时代，复旦大学射频
集成电路设计实验室必将不辱使命，为中国梦的
打造贡献自己的技术正能量。

—— 记复旦大学射频集成电路设计实验室

本报记者 吴苡婷

仰望星空，我们常常会发出“宇宙之问”：宇宙最初什么模
样？它是如何演化到现在的样子？宇宙的未来又将如何？近日，中
科院上海天文台宇宙学中心林伟鹏研究员在天之文系列科普讲
坛上，为听众解读了这些“宇宙之问”，揭秘宇宙的前世今生。

一切从一碗“热汤”开始

关于宇宙的起源，科学界至今没有一个定论。林伟鹏说，目前
科学界比较认同宇宙大爆炸理论。根据此理论，最初的宇宙犹如
高压锅里的一碗“热汤”，温度很高，只有能量没有物质。由于原初
微小的量子涨落，宇宙发生了大爆炸，就像是把高压锅的盖子突
然打开，发生了大爆炸，这些原初扰动就是生成宇宙大尺度结构
的种子。林伟鹏强调说，宇宙的大爆炸没有中心，而是到处都在爆
炸。“至于宇宙为什么会发生大爆炸，至今仍然是一个迷。”

宇宙发生大爆炸前，温度很高，电子和光子相互作用，大爆
炸发生后，温度随之降低，电子和光子不发生作用，就像离婚一
样，彼此分离。电子和原子核组成了原子，而光子则脱离电子变
成了光。就这样，能量变成了物质。人类的一切来自宇宙的创生、
恒星的“燃烧”和“死亡”，恒星就像是原材料的加工厂。例如，阳
光来自太阳的核聚变，空气中的氧气来自恒星的核聚变，氢气来
自宇宙原初核合成，氮气来自恒星核聚变。

暗能量驱动膨胀

暗物质和暗能量，这两个词在近几十年的宇宙学研究领域
中频频出现，它们分别占据了宇宙的23%和73%。“讲到宇宙学，
就一定得提到暗物质和暗能量。”林伟鹏说。

1933年，瑞士天体物理学家弗里茨·兹维基发现，大型星系
团中的星系运动得很快，根据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计算，星系
团应该拥有很大的质量，这样才能产生足够大的引力维持星系
高速运动，然而观测到的星系团总发光物质质量远小于理论计
算值。

“因此一定存在看不见的暗物质和暗能量，和普通物质一起
维持星系高速运动，我们可见的宇宙只是冰山的一角。目前科学
家都在研究暗物质和暗能量究竟是什么，虽没有什么定论，但基
本认同暗能量表现为排斥力，就是宇宙加速膨胀的原因。”林伟
鹏说道。

宇宙的最终命运：火or冰？

关于宇宙的最终命运，科学家们也没有一个定论。目前主流
的说法有如下几个：一是宇宙会永远膨胀下去。二是如果暗能量
较多，表现出的排斥力大于星系之间的吸引力，宇宙就会发生大
撕裂。三是如果引力大于暗能量的排斥力，宇宙最终就会塌缩。
四是宇宙发生周期性的变化，先塌缩再膨胀再塌缩，进行周期
往复。

林伟鹏笑称：“我们人类恐怕是很难看到宇宙的最终命运，
但是我们可以大胆地想象。美国著名的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就
曾为宇宙的最终命运写过一首诗，大意是：有些人说宇宙会变成
火，有些人说宇宙最终会变成冰，我更喜欢冰，因为这样人类才
可能一直地存活下去。”林伟鹏解释说，如果宇宙一直不断地膨
胀，那么宇宙的温度将会越来越低，最终变成冰，星系也会彼此
离去，届时地球也仿佛变成了一个“孤岛”。如果宇宙最终塌缩，就是当初大爆炸的反过程，则温度
会升高，变成火，物质再变回能量，一切都回到最初的“一锅汤”。

也许有一天，人类发现我们对宇宙所有的认知都是错误的，但是那也不会阻止人类对宇宙的
探索和向往，就像康德的墓志铭上所写的：“有两种东西，我们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
们所唤起的那种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大地充斥我们的心灵，这就是繁星密布的苍穹和我心中
的道德律。” 见习记者 陆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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