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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颗清华心

扬帆创未来

——访清华大学 1994 级电子系校友陈怡然
○孙鹏鹏
陈 怡 然，1998 年、2001 年 先 后 获 清
华大学本科及硕士学位，2005 年获普度大
学博士学位。在工业界工作五年后，2010
年秋加入匹兹堡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并于
2014 年晋升副教授，获终身教职及双世
纪校友讲席。现任杜克大学电子与计算机
工程系教授，并担任美国自然科学基金委
（NSF）新型可持续与智能计算（ASIC）
企校合作研究中心（IUCRC）主任，及杜
克计算进化智能中心（CEI）联合主任，
专注于新型存储器及存储系统，机器学习
与神经形态计算，以及移动计算系统等方
面的研究。
2021 年 1 月 14 日，国际计算机学会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简 称 ACM) 正 式 公 布 了 2020 年 会 士 名
单。陈怡然教授当选国际计算机学会会士
（ACM Fellow）。

陈怡然实验室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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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成名：学霸战绩，清华延续
出生于教师家庭的陈怡然，从小就在
浓郁的教育氛围中成长，父母都是中学老
师，父亲教数学，母亲教音乐，他的初中
在母亲就职的学校，高中在父亲就职的学
校。每天坐在饭桌前探究的也是学习的话
题。耳濡目染，陈怡然的求学之路非常顺
利，他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的典型代表。
就读于全省重点学校郑州一零一中
学，聪颖好学的陈怡然延续着以往的战
绩，依然脱颖而出，在多项全国各大数理
化竞赛中，拿奖拿得手软。凭借着这样的
出色表现，陈怡然“错过”了同龄人需要
激烈竞争的高考，直接被保送进入了我国
首屈一指的大学——清华大学。
提及为何会选择电子工程系，陈怡
然笑称这是一种家族的最高荣誉。他的
姑姑是清华毕业，父亲因家庭成分
问题，错过了清华，到了他这一代
人，五个堂兄弟姐妹里有三个是清
华毕业。因此，他的家族对清华有
一种发自心底的执念。记得当时，
许多大学向他抛来了橄榄枝，清华
大学的通知书却姗姗来迟，最后一
个收到。全家人就像有了共同的默
契，其实期盼的就是它。
1994年，通讯正是热门领域。
怀着对科技改变未来的憧憬，内心
也涌动着家国天下的豪情，陈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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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进入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学习光通信
专业。
在这座全国顶尖的学府，陈怡然延续
着“学霸”的战绩。赶上了学校“4+2”
的学制改革试点，他入选了当时被称为
“拔青苗”的人才培养计划——从1994级
同学中挑选出一百名，用四年的时间提前
学完原本五年的本科课程，六年完成硕士
学业，提前一年毕业。在最终成绩优异的
电子工程系15人名单中，陈怡然赫然在
列。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15人，如今都
成了全球各个领域的顶尖人才。

清华洗礼：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提起在清华学习的时光，陈怡然用
“回味无穷”四个字来形容。他说那是
一段无价的青春岁月，在清华这片教书育
人的沃土之上，有敬业的导师身体力行，
指引着前行的方向；也有着自由创造的空
间，让学子们可以在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世
界中遨游和实践。
有一件事至今令他印象深刻。当时他
的导师是范崇澄教授，范教授那时担任电
子工程系的学术委员会主任，也是中国最
早的美国光学学会会士之一。“范老师对
我的影响非常深刻。这么多年来，他的身
体力行和对学术的态度也成为我现在做科
学研究的基准。”
硕士期间，陈怡然和几个同学一起创
业，有一段时间，他沉浸在创业的激情和
忙碌中，几乎很少去实验室，从而导致那
个时候在科研方面也几乎没什么明显进
展。本身就心虚的他总躲着导师，范教授
却打电话要和他谈一谈。“我记得特别清
楚，当时我对范老师说虽然没来实验室，
没好好做科研，但我在外面学到了很多大

学里学不到的东西。”范老师沉默良久之
后说：“我认为大学之所以存在，一定有
只有在这里才能学到的东西。”
正是这句话让陈怡然顿时醍醐灌顶，
从此之后收拾心情，老老实实地把毕业设
计做完。直到后来他去了美国读博士，也
很少参与学术之外的留学生活动，埋头专
心做科研。
“最终，我选择做大学老师，在校园
里专心做研究，其实也跟范老师的‘当头
棒喝’有莫大的关系。”陈怡然坦言。如
今，身为大学教授的他，依然时刻不忘提
醒自己：以年轻时所期待的那种包容的心
态去理解现在的年轻人，以更开放的胸怀
去拥抱未来，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立德树人：责任与担当，天然使命
很多走向社会、在本行业做得出色的
清华学子们，在校时也常常是多才多艺的
积极分子。尽管学业成绩优异，但清华期
间的陈怡然，并不是一个只会读书的才
子。恰恰相反，他非常活跃，在很多活动
中都能找到他的身影。
当时是学生会主席的他，不仅积极
参加各项社会实践活动和组织各项文体
活动，硕士期间还创办了“蔚蓝网络书
店”，曾作为清华大学学生创业的代表访
问台湾；音乐才子李健、缪杰的毕业告别
演唱会，他也是总策划。
陈怡然和几个经管学院同学一起创立
的“蔚蓝网络书店”，针对大学生等目标
人群，进行集中配送。在现在看来或许这
很普通平常，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全新的商
业模式。他们最好的业绩曾经在全国年度
销量中排名第四，对于学生而言，这个成
绩可以说非常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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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项目其实对我影响很大，在锻
炼挖掘商业机会能力的同时，也从团队的
建设与管理中收获颇多。从项目甄选、对
社会的影响、人才的培养和整个项目的运营
等完整链条上得到了非常全面的锤炼。”
回忆起当年的青葱岁月，陈怡然感
叹：清华是一个内涵深厚的地方。身在清
华，应该感到幸运，因为它所提供的机会
要比同龄人更多，发展的空间更广阔。作
为中国科技人才的摇篮，清华大学本身就
拥有着百年名校的社会担当；对于学子而
言，除了注重对学业的培养之外，更重要
的是传承这种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感与担
当意识。这种责任与担当，一直浸润在陈
怡然的骨子里。时至今日，他出席很多公众
场合最喜欢的自我介绍始终是这一句：“我
叫陈怡然，我毕业于清华大学，是一名关心
科技、民生与社会发展的知识分子。”

享受科研：聚焦深挖，成就斐然
为了和夫人念同一所大学，硕士毕
业后陈怡然选择了去美国普度大学读微
电子方向的博士，并先后进入新思科技
（Synopsys）和希捷（Seagate）公司做研
发工作，“我的90多个专利也大多是那个
时候发的。”陈怡然说。在新思科技工作
的两年，他参与了多个重要的项目，其中
关于“统计时序分析”的项目，当时还荣
获了不少奖项，比如EDN2007年全世界百
个最热门的产品奖、世界工程学会最佳产
品提名等。
几年后，经济危机席卷美国，实验室
解散，陈怡然选择进入匹兹堡大学继续专
心做科研。当AI迎风而起时，杜克大学
联系了当时在做相关领域的陈怡然夫妇，
并给出了两个终身教职和工学院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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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的职位作为邀请。从工业界回到学术
界，经过此前的洗礼和积累，回到学术界
的陈怡然，更享受科研的日常状态。
非易失性存储器技术是陈怡然的研发
代表成果之一。这项技术的研发灵感起源
于2004年索尼公司的一篇文章。此后，陈
怡然带领课题组，基于实用角度，不断精
进，提出了多种体系结构和电路设计，进
行了多款先进存储新器件技术的研发，以
便能更加有效利用该类存储器作为片上高
速缓存（Cache）和动态存储器(DRAM)
的替代技术。
传统存储器目前面临很多问题，元器
件越做越小，新型存储器可以解决以往问
题，并带来新的优势，比如断电之后信
息不会丢失等。这是一项比较有影响的
工作。从一开始的看似简单的物理现象到
器件、电路等硬件的设计，进而演变成为
整个计算的体系结构和系统应用。这也正
是他当选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
（IEEE）和国际计算机学会（ACM）
会士的科学贡献之一。
“当时做出的选择，并非是那么笃定
地认为就能有所成就，也不会想到会这么
火爆。当时只是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
向，一旦做成，会对科技发展有所贡献。
因缘际会对社会产生了影响，这也是科研
过程中收获的最大成就感。”对于这项成
果，陈怡然很谦逊。
他一直认为，科研之所以成功，一方
面是在于对研发方向的把握和深挖，另一
方面更在于赶上了时代的机遇。“很有幸
在过去的十年赶上了新型存储器和人工智
能硬件两个重要的技术潮流，让技术成果
得以发光发热。但其实，也有很多人做了
一辈子，都没能赶上这样的潮流，因此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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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技术最后也都默默无闻。”
他始终记得在清华时导师范崇澄教授
反复强调：做科研要讲究聚焦原则，有的
人喜欢挖一铲子就换一个地方，但实际上
是在一个领域挖得足够深，才会挖出真正
的价值。
陈怡然非常推崇这句话，这么多年
来，在科研过程中他也始终坚持和秉承这
句话的精髓。正是因为这样的坚持深挖和
孜孜不倦地探索，陈怡然取得了斐然的成
绩：他曾发表400余篇学术论文，并获得
96项美国专利；他曾7次获得国际会议和
研讨会的最佳论文奖、1次最佳海报奖、
14次最佳论文提名；他曾获得美国自然科
学基金委早期职业发展奖、ACM设计自
动化专委会杰出新教师奖、德国资深研究
员洪堡奖以及IEEE信息物理系统技术专
委会中期职业奖等；他现在是IEEE电路
与系统杂志主编，担任过60余个国际会议
的组织与技术委员会主席和委员。
目前，陈怡然正带领团队专注于新型
存储器的神经网络加速和类脑计算等方向
的研究。这些新型存储器在物理行为上很
像人类大脑的神经突触，可以存储信息，
也可以改变一些传输的信号。如何把这些
存储器想办法连接起来、进行神经网络的
计算呢？这正是陈怡然将要深挖的重点。
对于未来的研究方向和发力的重点，陈怡
然清晰地划分出三大重点：三分之一放在
从芯片到架构等研发硬件方面；三分之一
会侧重于神经网络的压缩、数字化等软
件上的加速；最后一个三分之一则会探索
研发神经网络的安全和隐私保护等领域。
他特别强调，工程科技的关键在于最
后是否能够广泛应用，并对生产力提高产
生真正的影响。Paperwork是一个失败的

积累，一定要让科技成果得到应用，对人
类、社会产生真正的助推力。
“很多人都说我是人工智能专家，其
实我擅长的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那就是
针对人工智能的计算系统，我更关心的是
当有了一个人工智能的模型之后，如何把
它计算得更可靠更稳定，‘多、快、省’
是关键字。基于这样的一个硬件设计和创
新，实现了终端智能的普遍存在，人类才
能得以实现一个真正的人工智能未来。”

清华伉俪：
惺惺相惜，是搭档也是知己
就读于清华时，陈怡然还收获了爱
情。他的夫人李海，当时也是电子工程系
的高材生，曾和他一起入选清华1994级的
“拔青苗”计划。
18岁那年，两个人在清华相识，二十
多年来，陈怡然和夫人相伴相随，不论是
夫唱妇随还是妇唱夫随，这对清华伉俪基
本都在同一个公司和学校，甚至有时候办
公室也是紧挨着。
学霸之间的惺惺相惜和高超的领悟
力，让他们在专业和科研层面也有着相通
的对话状态。配合默契的二人，刚开始的

1999 年，陈怡然（左 2）和李海（左 1）
共庆澳门回归

2021年（夏）

69

清芬挺秀

时候经常合作，项目的成功率相对更高。
陈怡然坦言：大部分成功的项目都有着夫
人的参与和鼎力支持。电路出身的李海，
主攻微电子方向，而陈怡然的研究更偏向
于物理和数学模型。夫妻二人背景不同，
专业上又非常互补，常常会起到事半功倍
的作用。比如在存储器项目上，李海从电
路层面进行设计，陈怡然则侧重于器件模
型和架构应用方面，各有所长，各有分
工，就像武侠小说中的“双剑合璧”，从
而才能有所成就。
如今，他们夫妻二人都是国际电气与
电子工程师协会会士（IEEE Fellow），都
已成为各自领域的顶尖人物。在科学的海
洋里，各自有了不同的兴趣和研发方向，
也有了各自的合作者，在相对独立的空间
里大展身手。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对清华伉俪的
状态，陈怡然选择了“Balance”。他认
为，生活本身就是要追求一个内心满足的
平衡状态，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配偶、
孩子或身边的人完全牺牲自己，但每个人
一定要为身边的人彼此牺牲一部分。家庭
更是如此，平衡是基于每个人自身的付出
和收获。他和夫人在同一个系，目前夫人
担当副系主任的职务，工作上比较繁忙。
陈怡然就主动承担起了家里做饭的“重
任”，喜欢美食的他，如今更喜欢沉浸在
制作美食的过程中。
如今，夫妻二人很多精力都放在了人
才引导和学生的培养层面。他们在家的话
题讨论也从此前的科研观点分析更多地转
移到了这一方面。更多的时候，他们很享
受这种岁月静好的“Balance”状态，就
像平静的湖水之下，依然蕴藏着对生活的
激情和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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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十年：逐梦扬帆，撬动未来
从2001年1月正式毕业，到现在已经
离开清华整整二十年。如今，陈怡然每年
依然有相当多的时间在忙活和清华有关的
项目或事务。他现在是北美清华教授协会
的理事。他与清华电子系汪玉、刘勇攀等
老师在基于忆阻器的神经形态计算与深度
学习加速等研究方向也有着多年的合作关
系，一起合作发表过数十篇论文。双方实
验室交流频繁，他的课题组现有多位清华
电子系毕业生攻读博士学位，并且每年暑
假都会邀请清华学生到杜克大学实习。
陈怡然本身很享受做老师的状态，很
享受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收获的成就感。他
希望更多的年轻学子进入到一个全球人才
汇集的平台，学会在一个国际化的人文环
境中如何相处，学会如何在多元化的环境
中汲取精华、独立思考和团队协作。
他常常告诉自己的学生：“你是为自
己活着，你要找到自己真正的梦想。”年
轻时要多尝试，捕捉内心真正想要的声
音；重点是要及早规划自己的未来。他以
自己为例子：在做工程师的时候，就已经
在做将来回到学术界的计划，所以一直
在花时间写文章、搞科研，所有的事情
都是提前努力和做好准备的结果。“如
果你并不比别人多聪明，那就要提早付
出努力。” 每个人的成功是有很多偶然
性，专注于当下，努力做到最好，才是
重点。
采访的最后，陈怡然寄语清华学子：
不要辜负我们拥有的天赋和青春；不要辜
负在清华的时光和收获；更重要的是，不
要辜负我们的选择，那是我们的责任，那
是我们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