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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丁冬雁
本 科 、

硕士毕业于
河南科技大
学材料系，
2000 年博士
毕业于哈尔
滨工业大学
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
曾在上海交
通大学材料
科学与工程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后留
校工作至今。从 2004年开始，到美国肯
塔基大学电气工程系和纳米科学工程
中心从事高访学者研究工作两年。现
为中国材料研究学会青年委员会理
事、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微纳器件与系
统技术分会高级会员、上海市有色金
属学会会员，曾经担任第八届电子封
装技术国际会议（ICEPT2007）和上海
电子互连技术国际论坛（IFEIT2009）秘
书长、电子封装技术与高密度封装国
际会议（ICEPT-HDP）封装材料与工
艺分会共同主席（2009）、质量与可靠
性分会共同主席（2010）和分会场主席
（2008、2009、2010）、第十四届全国钛及
钛合金学术交流会分会场主席。目前
讲授研究生课程《半导体材料与集成
电路制造基础》。

主要从事微电子材料与技术、纳
米材料与器件、热传输材料等领域
的研究工作。曾参与“973”项目、
美国能源部项目和 Army Research Lab
项目等研究工作，作为负责人先后
承担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
西门子和华峰铝业研发项目等科研
工作。作为上海交通大学方面的技
术负责人，以热传输材料的车用空
调和消费电子产品应用为目标建立
了上海交大—华峰铝业联合实验室。
作为成员参加中日国际科技合作项
目、上海市纳米技术专项、上海新
阳长期合作项目等工作。到目前为
止，总共申请发明专利 10 项，其中
3 项发明专利已获授权。发表学术论
文 60 余篇，在国际学术刊物 （包括
Advanced Materials、Carbon、Electro原
chemistry Communications、Nanotechnol原
ogy、Sen sors and Actuators B、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Chemical Physics letters
等）上发表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 SCI论
文 20余篇，论文被他引 200余次。其中
一篇论文获 ICEPT-HDP 国际会议优
秀论文奖，两篇论文被国际纳米技术网
站专文报道。

人物介绍

阴李素雪
新材料技术是 21 世纪最重要的

三大科技领域之一，也是我国三大优
先发展领域之一。随着社会经济的不
断发展，新材料研究水平和产业化规
模，正在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
济发展、科技进步和国防实力的重要
标志。
我国目前正在推进创新型国家建

设，提出将科学技术进步作为国家发
展战略的核心，并确定了以企业为主
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如何
以科技创新支撑发展和引领未来，已
经成为中国在新时期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丁冬雁，上海交通大学材料学院

微电子材料与技术研究所副教授、博
士生导师。从丁冬雁副教授这位朴实
的材料科学工作者身上，记者深刻体
会到在学科高度交叉的新经济时代作
为一名高校教师所应该具备的创新科
研素质和全方位知识传输能力。

材料研究 创新为本

丁冬雁副教授主要从事微电子材
料与技术、纳米材料与器件、热传输材
料等领域的研究工作。他在纳米材料
的先进制备技术和应用领域取得了诸
多具有国际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包括
早期开展的纳米氧化铝涂层界面改性
和碳纳米螺旋研究工作。尤其是近几
年针对氢能源的安全使用问题，深入
开展了高灵敏度、高稳定性纳米氢传
感器的研究工作，通过采用多孔钯纳
米膜和力学缓冲层技术攻克了传统钯
膜难以探测高浓度氢气的难题；通过
先进阳极氧化技术合成了各种元素掺
杂的氧化钛纳米管，在室温实现了对
低浓度氢气的探测。这些创新研究工
作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上海市
浦江人才计划的资助，研究成果发表
在国际知名的学术刊物上。
在丁冬雁副教授的产学研合作伙

伴中，电子行业的龙头企业———德国
西门子位列其中。通过两年多的技术
合作和学术交流，他对知名跨国公司
的大量创新储备和追求高可靠性的理
念具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双方在工

业界的重大困惑（如引起短路的锡须
问题）研究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
作。

在与国内行业龙头企业———华峰
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由浙江知名民营
企业华峰集团投资兴建）的长期合作
过程中，他看到中国民营企业可喜的
一面：创新上至公司总经理、下至一般
技术人员。在 2010年华峰铝业投产的
时候，公司已经在大吨位铸件、质量流
控制技术等关键工艺技术指标上居于
行业领先地位。通过与华峰铝业建立
热传输材料联合实验室，丁冬雁副教
授的研究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先后
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强高韧
翅片合金和高强耐热铝合金。双方合
作申报了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化重点
项目和产学研合作项目。

人生没有设限，未来更没有上限，
他正是本着心中对科学研究的热爱，
选择了这条无悔的科研人生路，在这
条路上他择善而固执，将全部精力与

心血都献给了材料这一片锦绣天地。

传承思想 潜心培养

在高中学习阶段，丁冬雁副教授
遇到一位优秀的班主任，从她的身上，
他看到了一种奋发向上、强调全面发
展的精神，班主任在 2010年因病去世
时，许多在外工作的同学赶回去和家
长一起为恩师送行，所有人的最大感
受就是“一名好的教师可以改变无数
人的人生轨迹”。这样的感受在他高中
毕业之后始终萦绕在心中，一直到现
在。

高校教师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同
时，还肩负另一项光荣使命———教
书育人。在知识大爆炸、学科高度
交叉的新经济时代，高校教师的使
命不应仅仅限于把书本上的专业知
识传授给学生，还应该从创新研究
和人文历史等方面向学生传输有助
于培养良好素质的各种知识，也就

是应该倾其所有、最大程度地实现
全方位授课。
从事科技创新工作的丁冬雁，不

仅是一名孜孜不倦的垦荒者，在科学
技术的原野上积极探索自己的道路，
他还深知：要想有长久不竭的发展动
力，人才培养至关重要。近年来，丁冬
雁副教授一直致力于全方位传授知
识。一个学系的成长靠的是一辈一辈
的传承，就如接力跑，前面的奔跑铺垫
了后来的成功。
丁冬雁副教授讲授的研究生课程

为《半导体材料与集成电路制造基
础》，该课程涉及半导体材料与工艺、
半导体物理与器件、集成电路设计和
制造工艺、光电子器件、微纳电子器件
等诸多领域，在一门课的有限时间内，
他向学生们讲授了两本书的内容，让
学生们了解了半导体材料和微电子技
术的全貌。在他的课堂上，劝学篇的
“书中自有黄金屋”被用来激励研究生
们勤奋学习，诸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

原始创新论文和相关学术成果被学生
们研读，著名校友如钱学森、王安的科
学成就被介绍给学生们，英文能力浅
评和翻译界的秘诀“信、达、雅”也送给
了同学们。从学生们兴趣倍增的明眸
中，他看到了全方位传授知识的重要
性。

丁冬雁副教授在微电子材料与
技术专业模块中开设本科生课程《半
导体材料与器件》，目前讲授研究生课
程《半导体材料与集成电路制造基
础》。于 2008年作为副教授被评为上
海交通大学博士生导师，目前他已指
导博士生 3人、指导硕士生 7人，协助
指导博士生 1人、硕士生 4人；指导 5
名本科生完成毕业设计论文。

丁冬雁副教授倾注多年心血，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无论对待学术还是
生活，他一贯秉承着同样严谨与负责
的态度，这让他的人生更添华彩！祝愿
他在今后的岁月中，能为我国材料事
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闫佳

2008年 4月，江泽民同志在《上海
交通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对
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的论文，全面论
述了能源问题的重要性、国内外能源形
势、能源发展的科学思路以及能源发展
政策分析。作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基
础，能源问题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关注
的焦点。能源的供给成为国民经济发展
的重要限制因素，能源的安全问题事关
国家安全，能源的利用涉及生态环境的
安危。

中国是一个能源生产大国，也是一
个能源消费大国。而煤炭在中国一次性
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中一直占三分之
二以上，在今后较长时期内煤炭仍将是
中国的主要能源。

因此，对于拥有丰富煤炭和煤层气
资源的中国，煤炭及煤层气的安全开采
和综合利用，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
决定能源供给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因
素，而加深对煤与煤层气资源以及能源
地质构造的研究，成为关键中的关键。
拥有十几年矿场实践经验的中国科学
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琚宜文教授，以
实践经验为基础，以科学前沿为起点，
从煤层构造与构造煤储层物性、煤岩大
分子结构与超微尺度变形机制、能源盆
地构造演化及热动力学等前沿领域入
手，进行了大量实质性的探索，取得了
一系列重要成果。

博观约取 厚积薄发

1985年 7月，年仅 22岁的琚宜文
从淮南矿业学院毕业，来到淮北矿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从事矿井地质和
煤田地质工作。16年来，他始终站在生
产第一线，结合所学的理论知识，深入
到矿场实践和考察，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从普通助理工程师一直做到了高级
工程师。在那里，琚宜文下井达 3000余
次，准确判断和预测了矿井下千余条 10
米以下落差的中小断层和层滑构造。多
年来，琚宜文解决了煤矿中许多地质和
开采技术难题，没有出现过一次地质工
作失误，被誉为“矿井神探”。

凭借这些突出成就，1997年，琚宜
文获评“全国百千万人才工程”淮北矿
区首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16年栉风沐雨，琚宜文感受了人生

的种种酸甜苦辣：居住环境简陋，连书
都被老鼠咬坏；矿井路途崎岖，摔伤后
十几天不能够下床活动；煤矿爆破凶
险，好多次煤粉喷到脸上、眼睛里……

工作的艰辛，从未让琚宜文屈服。
酷爱写作、书法和摄影的他，以满腔的
青春热忱，写下《矿山男子汉》等诗歌，
将自己倔强不屈的品格和豪放不羁的
性情完全释放了出来。如今，47岁的琚
宜文，回忆那段艰苦却意义非凡的往事
时，却平淡地表示，在年轻的岁月里，在
不断的拼搏中，自己找到了工作的乐
趣，得到了人生的满足。能够为国家的
能源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苦一点累一
点，也很值得。

2000年，深感理论知识储备不足的
琚宜文，为了紧跟时代步伐，毅然告别
了奋斗了 16年的岗位，重返课堂，开始
了自己的继续求学之路。继 2003年 6
月师从中国矿业大学王桂梁与姜波教
授获得博士学位后，紧接着他又加入中
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侯泉林教授课题组，
从事地质学博士后研究。2005年 12月，
琚宜文从研究生院博士后出站，留校工
作至今，长期专注于能源地质科学前沿
领域的探索研究和研究生培养。

科学前沿 成就典范

尽管工作环境由煤矿井下变成了科
研院校，但琚宜文的心，从未远离矿区。除
去教学和实验室研究工作，他把剩余的大
部分时间都花在了矿区。凭着一股子韧
劲，琚宜文攻下一个又一个课题，捷报频

传。在鲜有人涉及的前沿领域，琚宜文本
着一颗对科学奥秘的探索之心，取得一个
个重要的科研成果，并多次受邀赴美国、
澳大利亚及挪威等国家的科研院所进行
科研合作与学术交流活动。

琚宜文的科研工作主要体现在构
造地质、煤和煤层气地质、盆地研究等
领域。在主要研究成果“煤岩变形与煤
层气储层研究”中，他提出了三个理论：
构造变形煤储层及地质控制理论、煤层
流变和煤层韧性剪切变形理论、构造变
形煤纳米级结构及其演化理论。

在多年的研究过程中，琚宜文作为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多个项目的负责人
开展研究；同时主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中的课题；
先后担任国家“973”项目“深部煤炭资
源赋存规律、开采地质条件与精细探测
基础研究”之课题和“高丰度煤层气富
集机制及提高开采效率基础研究”之专
题的负责人。

除此以外，他还先后主持了中国博
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煤层韧性剪切带形
成的物理化学响应与煤层气富集机理”
以及中国科学院博士后基金项目“煤层
韧性剪切带的形成与富气机理及其采
矿地质灾害性”，前者是当时地质资源
与地质工程一级学科唯一获得一等资
助的项目。

通过多年在煤矿现场对构造煤进
行观测和在实验室测试的结果，琚宜文
以构造煤的手标本或钻井煤心为尺度，
总结出一套既适合于煤层气开发又适
合于煤与瓦斯突出预报的构造煤结

构—成因分类方案，给出了详细的分类
依据并阐述了其形成的应力应变环境。

由于煤岩变形机制和变形程度不
同，煤岩大分子结构和纳米级孔隙结构
也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根据不同类型
构造煤纳米级孔隙结构特征，琚宜文提
出了不同类型构造煤微孔级和纳米级
孔隙结构的自然分类系统。

琚宜文等的理论研究表明，可根据
煤层变形的强度、类型及分布，来预测
瓦斯赋存和突出危险区、带。在实践中，
他总结并提出了矿井地质分析预测方
法：复杂构造整体分解综合法、地质规
律递进预测法和地质工作循环反馈法
等。该理论成果和方法在多个矿区得到
推广应用，产生直接经济效益 2000万
元以上。

他的获奖成果“构造变形煤储层特
征及地质控制机理”（获安徽省自然科
学奖）以及“构造煤结构演化动力学机
制及其地质意义”（获教育部自然科学
奖二等奖），不仅建立了适合于中国地
质特点的构造变形煤储层煤层气富集
理论，而且开创了被视为煤层气开发禁
区的构造变形煤的生成、储藏、解吸和
开发的新思路。

琚宜文等提出的构造变形煤煤层
气储集理论很快在我国煤层气排采过
程中得到了验证，并取得了显著效果。
在原认为是低渗的构造煤发育区，如两
淮矿区、沁水盆地等找到了渗透性较好
的区带，煤层气勘探开发出现了良好势
头；运用煤层韧性剪切带和构造煤瓦斯
富集理论，在两淮矿区多次成功地预测

了煤与瓦斯突出的危险性，避免了重大
事故发生，促进了安全高效生产，成为
煤与瓦斯突出成功预测的典范。2005
年，他系统地总结了构造煤的结构和储
层物性演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出版了
学术专著《构造煤结构及储层物性》，成
功地走出了一条由理论到实践再回归
理论的研究路子。
在煤岩变形与煤层气储层研究的

基础上，琚宜文也把一部分关注的重点
放到了盆地构造及其热动力学研究方
面。2007年，《中国北部能源盆地构造》
由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问世。
此外，琚宜文等的最新学术专著

《中国华北盆—山耦合与能源聚集的构
造—热动力学》即将出版，该书将理论
与实际紧密结合，以全新的视角分析探
讨了华北典型地区盆—山动力学演化、
岩石圈结构转型及其与煤层气富集的
关系，系统地总结了沁水盆地与两淮煤
田不同成藏机理的构造—热动力学过
程。同时琚宜文等人还系统分析了煤储
层裂隙、断层、层滑构造、煤层流变和煤
层韧性剪切带的特征及形成机制，深入
研究了煤岩的变质变形作用及其微动
力环境。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
探讨并完善了煤层气富集的构造—热
动力控制机制。

教学相长 授人以渔

2006年 1月，琚宜文开始从事研究
生教学工作。酷爱钻研的他，很快便总
结出了自己的一套教学理念、教学方式

和教学效果的理论。对他来说，教学是
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
对于教学工作，琚宜文有三大理

念：一是从传授知识到开拓思维和培养
能力的转变；二是不断追踪科学前沿，
拓宽知识面；三是以科研促进教学。作
为教师，让讲课走出“讲、听、记、考”的
老模式，他的研究生们则获得了科研和
教学融会贯通所带来的益处。
在教学方式上，琚宜文亦有他独到

的观点，即要认清教与学的关系，充分
发挥研究生的主体作用；视研究生为朋
友，以互动促进教学相长。为了讲好每
一堂课，琚宜文通常都要提早 10分钟
到教室，作好有关方面的准备和板书设
计，使自己胸有成竹、从容上阵、忙而不
乱。
琚宜文非常看重课堂提问和课堂讨

论，通过几年的教学实践，他总结了三条
经验：提问时机最好安排在研究生通过听
取教师的讲解而对某一问题有初步认识
的时候；不要简单、轻易否定研究生的看
法，在研究生的回答中尽力调取合理成分
给予肯定和鼓励，然后通过深入分析来让
研究生自己明了答案；通过对一部分内容
的小结，引出课堂讨论，坚持每部分一小
结，每章节一总结的做法。
为了强化教学效果，琚宜文通过让

研究生撰写综述论文并上台作报告的
方式，考查他们的思维方式、知识和能
力。2009年琚宜文曾以《能源地质学》课
程前六章的归纳为契机，要求研究生以
创新思维对沉积有机质形成、转化过程
与聚集作用进行系统全面的总结和讨
论。结果研究生交上来的总结材料思路
清晰、纲目分明、文字精练、图表并用，
令琚宜文欣慰不已。他认为考核有三大
功能：测学、促学、导学。地质课程的考
核内容应侧重于实践、能力和分析，具
体包括对课堂教学内容的分析、综合和
表达。
琚宜文主要教授《盆地分析》、《能

源地质学》、《盆地与能源研究进展与前
沿问题》等研究生课程，他将盆山演化、
煤层构造与宏观、微观、超微观尺度相
结合，把能源、化学、地质等多学科融合
到一起，让研究生受益匪浅。其中《盆地
分析》和《能源地质学》课程分获校级优
秀和优良课程奖，相关著作《中国北部
能源盆地构造》和《构造煤结构及储层
物性》分别获华东地区第八届优秀教材
学术专著奖一等奖和二等奖。

能源地质科学的前沿探索与实践
———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琚宜文

在澳大利亚与同行一起考察煤层地质剖面 带领研究生在淮北煤田进行野外地质考察2008 年 8 月受邀参加挪威第 33 届国际地质大会

应对新经济时代的挑战
———记材料科学工作者丁冬雁副教授

上海交大—华峰铝业联合实验室揭牌仪式 丁冬雁在第八届电子封装技术国际会议上作报告

丁冬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