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会讯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会讯                        

  Chinese Society of Micro-Nano  

          Technology 

  2015 年第 2 期  （总第 14 期） 

    2015 年 12 月 31 日出版 

 

 

 主办：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地址：北京市清华大学精仪系 3301 室 

 邮编：100084 

 电话：010-62796707/62772108 

 传真：010-62796707 

 E-mail：csmnt@mail.tsinghua.edu.cn 

 网址：www.csmnt.org.cn 

 主编：尤政 

 副主编：王晓浩、唐飞 

 责任编辑：赵军  

 编辑出版：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会讯编辑部 

 发    行：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目  录 

学会工作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微纳米制造及装备分会

正式成立………………………………………..1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工作报

告………………………………………………..2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三届理事会成员名

单………………………………………………10 

学会活动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十七届学术年会暨第 

六届国际会议圆满落幕……………………....11 

学会举办“CSMNT 学科前沿—微流控芯片设

计与制造培训班”…………………………….14

学会举办微米纳米技术创新大赛 CSMNT2015

优秀海报活动…………………………………15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设置学术年会优秀论文

奖………………………………………………16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一届“珀金微纳光学

创新奖”揭晓…................................................18 

学会举办“CSMNT 学科前沿——MEMS 技术

培训班”……………………………………….20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SCI 论文培训专场...21 

关于举办“CSMNT 学科前沿——纳米光学技

术培训班”的通知……………………………23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十八届学术年会暨微

系统与纳米工程高层论坛征文通知…………25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会讯 

资源共享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十七届学术会议大会

报告摘要和报告人简历……………………....29 

会员天地 

北方微电子……………………………………41 

上海蓝耀光电科技有限司……………………42 

上海纳腾仪器有限公司……………...............43 

会员招募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个人会员报名表…....44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团体会员报名表……45 

关于收取201 6年会费的通知………………...46 

 

 

 

扫描二维码，即可登录学会官方微博、微信，

了解更多科技讯息：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CHINESE 

SOCIETY OF MICRO-NANO TECHNOLOGY)

于 2005 年 4 月 5 日正式成立。学会挂靠于清华

大学，业务主管单位为中国教育部、国家民政

部。清华大学副校长尤政院士为学会理事长，

总装备部丁衡高院士、中科院白春礼、顾秉林

院士任学会名誉理事长。 

中国微米纳米学会是致力于推进微米纳米

技术这一前沿科学领域的研发与产业化的国家

一级学会，是全国从事微米/纳米技术的科技工

作者及相关企事业单位、团体自愿结成并依法

登记的社会团体法人，是全国性的非营利性学

术团体，是联系广大微米/纳米技术工作者的纽

带，是发展我国微米/纳米技术事业的重要社会

力量。 

本学会已经成功举办多种丰富多彩的活

动，包括组织各种学术会议、展览会、战略研

讨会、国际交流等等。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的历次学术年会已经成了国内本领域的第一品

牌，是国内同行业学术交流的平台，促进了中

国微米、纳米技术的快速发展。 

所有会员在参加本学会主办的各类活动

时，可以享受特殊优惠，可以优先参加学会组

织的活动，可以免费获取《会讯》等刊物。高

级会员享受赠送本会出版的学术刊物，并可以

通过本会参与相关的科技评审、咨询、技术服

务、培训等工作。 

我们热烈欢迎从事微米纳米科技领域相关

研究、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加入学会，共同推动

学会的发展，为中国微米纳米科技和产业进步

做出贡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开创中国微米

纳米技术的辉煌时代！ 

 

微博 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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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工作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微纳米制造及装备分会正式成立 

 

2015 年 10 月 12 日，“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十七届学术年会暨第六届国际会议”

在上海市唐朝酒店召开。在此次大会上，由大连理工大学发起的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微纳米制造及装备分会正式成立。 

微纳米制造及装备分会成立仪式由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工程院蒋庄德院士主持。中

国科学院王立鼎院士作为微纳米制造及装备分会的主要发起人，阐述了分会成立的背

景、意义，并对以后的工作提出展望；分会秘书长王大志教授介绍了分会的具体筹备情

况后由微纳米制造及装备分会第一任理事长蒋庄德院士致辞；总会第三届理事长尤政院

士向微纳米制造与装备分会负责人刘冲教授颁发分支机构登记证书。来自全国各地的

500 余名微纳米领域专家、学者，对分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 

 

 

 

 

微纳米制造及装备是上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前沿高科技领域，其对社会经济未来发

展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逐渐成为全世界各经济体广泛关注的焦点。中国微米纳米技

术学会微纳米制造及装备分会的成立，将国内微纳米制造及装备的研究力量有效联合起

来，发挥整体优势，推进微纳米制造及装备的成果转化，为全国的微纳米制造及装备专

家、学者和企业界提供一个开放和高水平的交流平台。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是微米纳米领域的国家一级学会，将在未来发展中成立更多

的专业性的分支机构，希望微纳米技术届的专家、学者积极参与学会和分会的各项活动，

共同推动我国微米纳米技术的发展！ 

 

（刘颖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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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工作报告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理事，各位会员代表，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早上好！ 

首先欢迎大家莅临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以及后续召开的第

十七届学术年会暨第六届国际会议。今年是学会成立的第十个年头，在此对学会成立十

周年表示祝贺。中国微米纳米科技发展离不开在座的各位的辛勤耕耘，学会的发展也一

直受益于大家持之以恒的支持，谢谢你们！ 

根据学会的章程，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是全国从事微米/纳米技术的科技工作者和

在微米/纳米技术及其他相关领域从事科研、设计、制造、教学和管理等工作的企、事业

单位、团体自愿结成并依法登记的社会团体法人。我们选择了微米纳米技术这一领域作

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或企业的发展方向，是因为对这一领域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并用于承

担这一领域充满魅力的挑战。在过去二十年里，这一领域的不断发展，也为我们的研究

提供了越来越宽广坚实的科技支撑，不断提振着我们的士气。 

一周前，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将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颁给屠呦呦等三

名科学家，这是中国籍的科学家第一次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这是中国大陆科学家的

成果在科技界的作用日渐增强，地位稳步提高的证明。这是第九位华人科学家获得诺贝

尔自然科学奖，也证明了华人科学家在国际科技舞台上发出越来越耀眼的光芒。上个月，

汤森路透集团发布 2015 年度引文桂冠奖名单，该奖被称为诺贝尔风向标。从事近 30 年

纳米科技研究的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王中林教授因纳米发电机的研究成果获奖。稍后他

将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学术报告，让我们期待他的报告，也共同期待他获得诺贝尔桂冠的

那一天。 

可穿戴设备、物联网、大数据是在过去 5 年里面迅速发展起来的技术和应用领域，

是科技和社会信息化的趋势使然。MEMS 技术作为信息获取的重要手段，随着这些领域

的发展，也将迎来新一轮的机遇。 

忆往昔，自 1996 年由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雷天觉、丁衡高等 23 人、有关高校

各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 75 人发起倡议到 2005 年学会成立经历了八年的筹备时间。中国

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的成立，对我国微纳米技术的发展计划关键技术联合攻关、技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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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科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10 年，在西安召开了学会第二次会员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理事会。 

转眼又过了五年，在这五年里，我国的微米纳米技术发展稳步提升，队伍逐渐壮大，

产业趋向成熟。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国家重大科学仪

器设备开发专项等科技计划中，以及国家规划的新能源、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高端

装备制造、高端新型电子信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七个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微米纳米技

术都占据着一定的比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科技计划和产业规划对我们领域

的发展能起到很大的推动和牵引作用。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在过去的五年中，秉承学会的宗旨，在团结、

组织从事微米纳米技术及其相关学科的科技工作者贯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立足科技创

新、促进技术进步发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在此，我受第二届理事会理事长顾秉林院士委托，代表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二

届理事会做工作报告，向各位汇报学会五年来的工作。 

 

一、 学术会议与学术交流 

在科技部、教育部、自然科学基金委、总装备部的关心和支持下，学会保持每年召

开学术年会的传统。2011 年学术年会在常州召开，由常州大学和苏州大学等承办；2012

年学术年会在杭州召开，由浙江大学承办；2013 年学术年会在天津召开，由天津大学承

办，同年学会在北京主办了 IEEE Nano2013，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联

合承办；2014 年学术年会在成都召开，中国物理工程研究院和电子科技大学联合承办。

在过去几次年会里，会议范围和规模稳步扩大，组委会收到论文摘要数量逐年增加，会

议论文发表的期刊水平逐年提升。其中 AIP Advances 已连续两年为学术年会出版特刊，

《光电子激光与离子束》等 EI 检索期刊，也都为学会学术年会论文出特刊。 

国际学术交流是学会的重要任务，学会每年年会都努力邀请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

做大会报告，今年的学术年会暨第六次国际会议今天将在这里隆重召开，将有来自中国、

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的科学家介绍他们在微米纳米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让我们预祝

这次会议成功。 

除了学会学术年会，学会与陕西省纳米科技学会、西安纳米科技学会共同主办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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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届的纳米科技国际研讨会，至今已经召开了十三届。另外，2014 年 8 月，由中国科学

院电子所组织，清华大学崔天宏教授牵头的首届 MANS 会议在北京举办，2015 年 8 月

举办了第二届，与会人员 200 多人，为我国 MEMS 技术及行业期刊 Microsystems & 

Nanoengineering 的宣传和发展起到了推进作用。 

在大型国际会议期间举办短训班是国际惯例。2013年学术年会同时，召开了表面高

灵敏度光谱学国际研讨会，2014年举行了Nano in China、高端MEMS 器件可制造性设计

技术及应用、微纳机械系统中材料性能的测量与表征、多物理场耦合现象仿真等四场培

训。本届年会，也在昨天下午免费举办了两场名为纳米光子学原理及应用和先进微纳图

形形成方法与技术的培训，参训人员100多人。 

另外，学会秘书处办公室还在 2013 年推出了“微纳米技术学科前沿”系列培训，

当年举办了两场，地点为清华大学，2014 年举办了两场，2015 年分别在北京和大连各

举办了一场。大连的培训就在上个月的 18 日至 20 日，培训主题为“微流控芯片设计与

研究”。年底前，学会将再办两期专题培训，以满足技术人员的需求。2015 年暑假，学

会联合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举办了暑期夏令营。这些活动工作的顺利

开展，对国内微米纳米技术研究的宣传推广、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推动和人才培养，都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推动行业发展也是学会的任务之一，科技展览是学会目前推动行业发展的主要方

式。每年学术年会都伴有一个小型的展览。另外，学会积极和行业企业沟通，以促进产

学研的结合。2014 年，学会与珀金埃尔默公司发起了第一届“珀金微纳光学奖”的评选，

共有 30 余所高校咨询和参与奖项的评选，今年 7 月底已经评出珀金微纳优秀科学家两

名，优秀青年科学家一名，将于今晚晚宴上颁奖。学会奖项的开展，更有利于产学研交

流合作，以产促研。 

学会在过去五年里持续加强会员服务，秘书处从 2012 年起，向会员定期刊发《新

科技快讯》，汇总国际国内微米纳米科技最新研究成果，迄今已经发行 24 期。秘书处自

2014 年开始，将每年的 4 月 25 日至 5 月 25 日定为会员活动月。在活动月中集中报道一

批在学术研究取得成绩的优秀会员，并设立一些会员及会员单位间互动活动，有效增强

了学会的凝聚力。 

2014 年，学会与 Springer 出版集团合作，出版《Micro-Nano Handbook》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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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5 卷。目前黄庆安教授作为第二卷 MEMS 分卷主编，已经开始着手内容的写作。其

他分卷也将陆续启动。 

作为一个科技类社会团体，科普是一个学会的职责之一。今年年初，柴静的《穹顶

之下》在网络流传的一周后，学会联合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举办了《穹顶之下——我们在

行动》的主题环保论坛。在技术的层面上阐述了 PM2.5 的形成及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从

微米纳米技术角度考虑如何解决大气污染问题。科普工作关系着我们行业、领域的未来，

学会在今后将不断加强科普工作，也希望各位会员积极参与。 

 

二、 学会组织建设 

为了规范分支机构的设置和管理，经 2006 年常务理事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微米

纳米技术学会设立分支机构的管理办法（试行）》。管理办法明确了学会分支机构包括专

业分会、工作委员会、地方代表机构等。 

在工作委员会方面，根据学会的发展需要，目前已经设置了专家委员会、组织工作

委员会、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委员会、期刊工作委员会、企业工作委员会、会费管理委

员会等六个工作委员会。 

在地方代表机构方面，根据最新的民政部社团发展的要求，学术团体是不能设计地

方代表机构的。但是学会为了发展的需要，加强了与部分地方学会的联系，如四川纳米

技术学会、西安纳米技术学会、苏州 MEMS 技术俱乐部等。我们学会和各地方学会互

通有无，积极交流，共同促进微米纳米事业的发展。 

学会纳米科学技术分会在过去 5 年里面，非常高效地开展了工作。2011 年 8 月在合

肥召开了“纳米环境技术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2012 年 8 月在呼和浩特

召开 “第三届纳米材料与结构、检测与表征研讨会”。2014 年 11 月在成都举办“纳米

科学技术分会第三届年会暨全国纳米生物与医学学术会议”。  

2013 年，大连理工大学为依托，成立纳米分会筹备组，向学会提交了“关于成立中

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微米纳米制造及装备分会的申请”和“成立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微米纳米制造及装备分会倡议书”，经过两年多的酝酿、讨论、报批，2015 年 9 月 3 日，

学会批准成立“微米纳米制造及装备分会”，该分会挂靠在大连理工大学。微米纳米制

造及装备分会成立仪式将在今天上午进行，宣告成立并推选出分会理事会，分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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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原因，学会目前的行政主管单位是中国教育部。为了更好地和科技类学术

团体联系和合作，2015 年学会在已经向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提出申请，成为科协的会员单

位。目前正在等待科协的进一步回复。 

根据相关法规和管理办法，学会秘书处每年提交年审材料，通过了历年的年审。 

 

三、 学会财务工作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挂靠在清华大学，接受中国教育部、国家民政部社团登记管

理机关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学会财务由清华大学财务处代管，建有详细的收支账目，

严格按照清华大学的财务制度进行管理，经费收支情况符合相关财务规章制度。 

学会在各级领导和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坚持民主办会、推动学科发展的原则，

积极开展各种活动，通过举办展览及相关企业赞助、会议承办单位的赞助等，学会收入

逐年增加。 

从 2010 年 10 月 1 日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学会总收入为 672 万元，其中会费收入

56 万元，会议活动收入 616 万元。总支出 625 万元，其中秘书处合同人员工资 154 万元，

办公设备及日常办公支出 115 万元，会议活动支出 337 万元，网站建设与维护费 7 万元。

五年合计结余 47 万元。 

学会是一个非盈利的学术团体，所有的收入都将用于促进微米纳米技术及其相关学

科的发展，学会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努力为各位专家、学者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 

 

四、 理事会 

学会的所有工作都是在理事会的领导和指导下开展的，第二届理事会对学会工作的

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各位理事作为我国微米纳米技术领域的优秀分子，也在科学研究和产业发展做出了

巨大的贡献，取得了诸多的成果，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各位理事个人也获得了相应的荣

誉。2011-2015 年间，刘忠范、成会明、刘维民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蒋庄德、尤政

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任天令获得长江学者称号，张文栋、赵玉龙、熊继军入选万人计

划第一批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成会明、刘维民入选万人计划第一批百千万工程领军人才，

彭倍入选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金仲和、任天令、赵玉龙、熊继军获得国家杰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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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基金，另外有多名理事获得国家级奖励。学会理事作为科技界的代表，也积极参政

议政，蒋庄德院士任全国人大常委，田中群院士任全国政协常委，熊继军任全国人大代

表。诸多成果和荣誉，不一而足，代表着学会的实力和活力，也昭示着学会光辉的未来。 

今天，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已经出色完成了历史使命，将正式选举产生第三届理事会。

根据学会章程，理事候选人由所在单位推荐，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讨论同意，提交会

员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 

本次理事会换届从2014年9月正式启动，征集工作主要通过以下渠道：网站等发布

通知、群发邮件，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委托纳米分会从其分会理事中进行推荐；向第二

届理事所在单位发函征集；向团体会员单位发通知征集；向所有理事发通知征询意见；

理事长联席会议推荐理事候选人。截止到2015年6月底，共征集到来自123家单位的266

名理事候选人推荐。 

根据学会工作需要和民政部社团管理相关规定，充分考虑到单位分布、地域分布、

行业分布、年龄分布、学术贡献等因素，通过召开理事长联席会、常务理事通讯会议等

形式，在广泛深入沟通的基础上，确认新一届理事候选人173人。 

对于关心学会发展的一些德高望重的院士、专家、领导，由于年龄、职务等因素不

能担任理事的列入名誉职务。前两届理事长顾秉林院士不再担任理事长职务，转任名誉

理事长；前两届副理事长王立鼎院士、解思深院士不再担任副理事长职务，转任名誉副

理事长；前两届副理事长赵正平、汤小川不再担任副理事长职务，转任名誉理事；前两

届理事会理事金国藩、温诗铸、侯建国、欧阳钟灿、叶甜春、田静、袁祖武、李圣怡、

王柯敏、张文栋、高濂、查连芳等因年龄、政府规定等限制，不再担任理事职务，转任

名誉理事；新申请理事候选人朱静、范守善、朱道本、强伯勤、都有为、郝希山等院士

因年龄等原因不能担任理事职务，直接聘任为名誉理事。 

理事候选人名单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1）上届理事150人，来自87家单位。原理事所在单位中总装备部等6家单位没有推

荐理事，本次无新任理事候选人。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173人，来自107家单位，新

增加北京邮电大学等26家单位，增加了单位代表性。 

2）新推荐理事中，新增来自苏州纳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6家企业的6名候选人，

优化了理事会行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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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届理事150人，来自20个省份；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新增广东、广西、河

南、江西、云南、贵州6个省区的代表，地域上覆盖26个省市自治区。 

4）新推荐理事年龄分布上，更具活力和代表性。其中30-39岁8人，40-49岁57人，

50-59岁93人，60岁以上15人，年龄结构上更趋合理。 

5）第三届理事候选人173人中，包括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14人，长江学者

22人，杰青46人，千人计划9人，万人计划6人。这些学衔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学会的学

术影响力。 

6）根据学会发展的需要，此次换届后将成立青年工作委员会，主要由45岁以下的

理事和部分本次未列入理事候选人的青年科技工作者组成，既为青年科技工作者提供交

流和发展的平台，也为理事会储备充足的后备力量。 

7）在本届理事会任期内，根据学会工作和发展需要，将依据《中国微米纳米技术

学会关于增补理事的规定（暂行）》，适当增补理事。 

 

五、 工作展望 

各位会员代表，各位嘉宾，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走过了自己的第一个十年。在这

十年里，学会发展初具规模，学会制度建设逐渐完善，学会业务开展范围的广度和深度

都在提高。学会所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是和国家相关部门、学会各位理事、各位会

员的关心、支持分不开的。 

今天，学会将迎来一个新的十年。 

希望在下一届理事会的任职期间，学会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学会凝聚力。进一步完

善工作委员会的设置，加强已经建立的各个工作委员会职能，增设青年工作委员会，组

织微米纳米青年科学家论坛；与各地方成立的省级学术团体、行业协会建立业务联系，

共同开展工作，促进全国和地方微米纳米事业的发展；完善学会学科和行业布局，加速

专业分会设置和建设；加强一级学会和二级学会的会员发展工作，加强企业工作委员会

的工作，促进企业会员的发展和服务；加强制度建设，规范学会工作；建立专职的学会

工作队伍，加强秘书处的建设，建立完善的信息平台，更好的为会员服务。 

希望在下一届理事会的任职期间，学会以更加活跃的姿态，提高学会的国内外影响

力。继续办好学会学术年会暨国际会议，提高国外论文比例和论文水平，使中国微米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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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学术年会成为真正的有影响力的国际会议；适当举办更多、更加专业化的学术研讨会，

扩充学会学术活动体系；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与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微米纳米学术团体、

科研机构、国际会议建立更加广泛的联系，争取举办国际微米纳米展览会；加强学会期

刊建设，创办高水平英文期刊；开展必要的微米纳米发展战略研究，为国家提供决策参

考；与相关部门沟通，开展微米纳米技术领域奖项的评定，并向国家有关人才计划推荐

候选人；发挥学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加强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行业的联系，促进科

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发挥学会的科普职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对微米纳米技术有更全面、

更准确的认识，吸引更多的人才投身到微米纳米事业中来。 

希望学会全体会员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学会的发展，希望学会所有理事认真履行

职责，共同将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建设成和谐、高效的学术团体，贯彻实施科教兴国

战略，立足科技创新、促进技术进步，坚持民主办会、推动学科发展，促进我国微米纳

米事业的发展，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贡献！ 

 

第二届理事会 副理事长  尤政 

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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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三届理事会成员名单 

 

名誉理事长 
丁衡高  总装备部       

白春礼  中国科学院     

顾秉林  清华大学 

 

名誉副理事长 

周兆英  清华大学       

王阳元  北京大学    

田昭武  厦门大学 

吴德馨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中心   

王立鼎  大连理工大学    

  解思深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徐志磊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理事长 尤  政  清华大学 

副理事长 

蒋庄德  西安交通大学   

黄  如  北京大学    

王  琛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邱介山  大连理工大学   

王  政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许建中  国家纳米技术与工程研究院  

王跃林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所    

王晓浩  清华大学   

名誉理事 

武国英  查连芳  都有为  范守善  范荫乔  封松林  高  濂  高寿祖  郝希山  侯建国   

金国藩  李德孚  李圣怡  欧阳钟灿  强伯勤  汤小川  田  静  王柯敏  温诗铸  叶甜春  

袁祖武  张文栋  赵正平  朱道本  朱  静 

常务理事 

包信和  成会明  褚家如  邓中亮  丁建宁  郝一龙  洪茂椿  胡小唐  胡志宇  黄庆安   

黄  如  江  雷  蒋庄德  金玉丰  金仲和  李  倩  李亚栋  刘  冲  刘鸣华  刘  胜   

刘维民  刘晓为  刘忠范  卢  柯  马岸英  缪向水  欧  黎  邱介山  权海洋  石庚辰   

石志宏  苏  伟  孙立宁  孙世刚  田中群  王  琛  王晓浩  王跃林  王  政  温志渝   

吴学忠  吴亚林  吴一辉  夏善红  熊继军  许建中  薛其坤  杨  辉  杨克武  杨拥军   

姚建年  叶雄英  尤  政  苑伟政  赵东元  赵亚溥  赵宇亮  赵玉龙  朱  健 

理事 

安希忠  包信和  蔡伟平  蔡晓兰  蔡新霞  常洪龙  陈大鹏  陈  刚  陈接胜  陈  军   

陈克正  陈学元  陈运法  成会明  程国安  程树英  褚家如  褚金奎  崔  平  崔天宏   

邓中亮  丁建东  丁建宁  方庆清  方  群  房丰洲  冯丽爽  付爱玲  付绍云  高  杨   

葛洪良  宫俊杰  顾长志  顾  刚  顾  宁  官建国  郭  斌  郝一龙  何丹农  洪茂椿   

胡长文  胡立江  胡小唐  胡晓东  胡  征  胡志宇  黄庆安  黄  如  江  雷  蒋庄德   

金玉丰  金仲和  靳  刚  景蔚宣  孔德义  喇培清  蓝金辉  李  华  李敬锋  李  倩   

李昕欣  李亚栋  李志宏  连  崑  刘  冲  刘  飞  刘红忠  刘会洲  刘继涛  刘锦淮  

刘军山  刘  明  刘鸣华  刘清君  刘韶华  刘  胜  刘维民  刘晓为  刘忠范  娄文忠  

卢  柯  马岸英  闵国全  缪向水  欧  黎  庞代文  彭  倍  彭年才  齐卫宏  钱林茂 

秦  勇  邱介山  裘晓辉  权海洋  任天令  石庚辰  石志宏  史铁林  宋晓艳  宋延林   

宋志棠  苏  伟  苏政权  孙道恒  孙  静  孙立宁  孙世刚  唐  飞  唐刚华  唐智勇   

田文超  田中群  王  琛  王大志  王  宏  王敏锐  王向朝  王晓浩  王  铀  王元生   

王跃林  王振龙  王  政  温志渝  吴学忠  吴亚林  吴一辉  吴宇列  吴玉程  夏善红   

熊继军  徐  波  徐进良  徐  溢  许并社  许建中  薛晨阳  薛  明  薛其坤  杨富华   

杨  辉  杨克武  杨祥良  杨  毅  杨银堂  杨拥军  姚建年  叶雄英  伊福廷  尤  政   

喻洪麟  苑伟政  云国宏  张  林  张能辉  张巧云  张希军  张以河  张英鸽  张幼怡   

张  跃  赵东元  赵  新  赵亚溥  赵宇亮  赵玉龙  郑泉水  周六辉  周兴泰  朱  健   

朱  星  祝连庆  邹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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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活动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十七届学术年会暨第六届国际会议圆满落幕 

 

2015年10月11日至10月13日由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微米纳米

加工技术国际级重点实验室承办，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政府、北京大学微米纳米加工技术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上海大学纳微能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微系统技术重点实验室及机电动态控制重点实验室协办，教育部、科技部、工信部、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纳米科技中心、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共同支持的中国微米纳

米技术学会第十七届学术年会暨第六届国际会议在上海皇朝酒店隆重开幕。本次会议的

主题为“智慧城市  更好生活”。先进的微米纳米技术为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方便，

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微米纳米领域会有更多的技术突破。 

此次会议有500余位来自全球各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微米纳米领域的研究人员出席。

大会开幕式由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二届理事会理事、常务副秘书长、清华大学深圳

研究院副院长王晓浩教授主持，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兼秘书

长、中国工程院尤政院士做了理事会工作报告。 

 

 

 

 

 

 

 

 

会员代表大会之后，9位来自微米纳米技术领域的国内、外专家相继做了大会报告： 

1. 报告人：王中林  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 

报告题目：Nanogeneratorsas New Energy Technology Andpiezotronics for Smart 

Systems 

2. 报告人：Naresh Thadhani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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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Fabrication of Nanocomposite 

Permanent Magnets 

3. 报告人：刘忠范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 

报告题目：Graphene and Beyond: Attraction, Reality and Future 

4. 报告人：Thomas Thundat  加拿大首席杰出科学家 

报告题目：Nanowire Calorimetryfor Chemical Censing 

5. 报告人：彭练矛   北京大学教授 

报告题目：Carbon Nanotube Electronics - Extending Moore’s Law to the End and 

Beyond the Roadmap 

6. 报告人：娄文忠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报告题目：Microsystems Technology under Harsh Environment 

7. 报告人：陈宜方   复旦大学教授 

报告题目：电子束光刻及其在纳米科技上的应用 

8. 报告人：胡志宇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报告题目：Power the World from Nanoscale 

9. 报告人：古元冬  新加坡国立大学工程学院副教授 

报告题目：MEMS: From Lab to Fab 

大会报告结束后，举行了为期两天

的分会场报告，来自微米纳米领域的科

研工作者李涛、官建国、张弛、许胜勇、

太惠玲、吴天准、张林、王卫东、高杨

分别作了关于微米纳米设计与加工、微

米纳米加工工艺技术、纳米生物信息学、

微纳电子、微纳光学、纳米材料与薄膜、

微纳技术应用与产业化、微纳光学等方

面的特邀报告，讲述了在微米纳米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和成果。 

本次会议同时得到了国内外微米纳米领域专业人士的的鼎力支持，约有200位学会

高级会员积极的参与到学会论文的评审工作中来，100余位论文作者做了微纳米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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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l报告，250余篇文章以海报的形式张贴

在会场的宣传通道中供大家交流学习。 

学术年会同期举办小型展览会，共招

商17家，涉及：微细加工设备、MEMS软

件研 究开发和硬件设计制造、微纳米压印

技术、仪器仪表和自动化开发、激光测振

仪、光源产品及设备、纳米生物、学术期

刊等行业。 

CSMNT2015结束后，根据学会录用论文以及合作期刊的范围，将录用的论文推荐

至合作的期刊，经同行评议后发表，合作期刊包括SCI检索的AIP Advances、

Microelectronic Engineering、Sensors、Nano-Micro Letters、Micromachines、《浙江大学学

报（英文版）》、Nanomaterials、Rare matals、《矿物冶金与材料学报》，EI检索的《光电

子快报》、《光学精密工程》、《吉林大学学报（工学版）》、《西安交通大学学报》、《材料

热处理学报》、《四川大学学报工程科学版》等。 

CSMNT2015 取得了圆满成功，CSMNT2016 将于明年 7 月 28-31 日在北京举行，欢

迎大家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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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举办“CSMNT 学科前沿—微流控芯片设计与制造培训班” 

 

2015 年 9 月 18 日-20 日由中国微米纳米

技术学会（CSMNT）主办、大连理工大学机械

工程学院微系统中心、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微纳米制造与装备分会承办的“CSMNT 学科前

沿—微流控芯片设计与制造培训班”在大连理

工大学举行。此次培训的主题是微流控芯片设

计与制造，培训的目的是推广微流控芯片技术，

促进相关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微流控分析系统的广泛应用。 

 此次培训班的课程主要是由大连理工的大学的老师讲授。刘军山教授、覃开蓉教

授、杜立群教授等担任培训班讲师，做了微流控芯片制造技术、微流控芯片中的生物力

学、微流控芯片模具制造等内容的专题培训；宋满仓副教授、陈莉工程师等指导学员开

展了实验室实践培训环节。课上课余时间老师与学员进行了充分的互动，气氛活跃。学

员从中学习到了微流控芯片加工技术的基本工艺；了解国内外微流控芯片加工现状与各

种工艺特点、加工能力及应用现状；了解并掌握主要的微流控芯片设计技术。 

“CSMNT 学科前沿—微流控芯片设计与制造培训班”吸引了清华大学、浙江大学、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上海盛复源生

物医药有限公司等 23家科研院所和企业单位的 50

余人参加了培训。培训结束后所有参训学会都获

得了由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颁发的《CSMNT 学

科前沿-微流控芯片设计与制造培训结业证书》。 

通过交流培训，参训学员普遍反映学到了专

业技能知识，开阔了眼界，拓宽了思路，为深入开展微流控技术的科研和产业化工作提

供了有利的抓手。同时，此次培训也扩大了我校微系统中心团队的影响，有助于团队科

研成果的进一步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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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举办微米纳米技术创新大赛暨 CSMNT2015 优秀海报活动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十七届学术年会暨第六届国际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11 日

-14 日在上海市召开，来自全国的四百多篇论文参与交流。为提高交流效果，鼓励与会

代表参与技术创新，CSMNT2015 对参与海报交流的论文进行评选，获奖人员将由学会

颁发证书。 

此次学会举办海报评选得到了与会者的积极响应，参会作者在认真听取分会场报告

的同时，海报张贴走廊也吸引了无数的学者驻足，同时通过扫描学会微信公众平台二维

码为自己喜欢的海报进行投票（学会微信公众平台账号为：CSMNT3301，欢迎关注）。 

会议结束后，经过微信投票数量的统计，评出一、二、三等奖共计 16 名。会后学

会为获奖作者颁发了证书和奖金。CSMNT 将在以后的年会期间里持续举办优秀海报评

选活动，加强与会代表的参与性，感受到学术交流的乐趣。 

获得优秀海报奖名单如下： 

奖项 获奖 ID 及论文题目 

一等奖（1 名） 【92015】Research on Microstructure of Asphalt under Salt Freezing Cycles 

二等奖（5 名） 

【90913】Preparation and thermal performances of nano-coppe 

【79911】A flexible and highly pressure-sensitive electroni 

【99516】A new method for expanding the working bandwidth of MEMS gyroscope 

【11231】The processing of Micro-nano hydrophobic structure for the gyroscope’s rotor and it’s performance testing 

【95618】Real-time fluorescence detection microfluidic chip combined with liquid-liquid laminar extraction 

technique 

三等奖（10 名） 

【87514】A  New Objective-compatible Microfluidic Fabrication Method for Real-Time Observed at High 

Magnification Microscopy 

【80228】Design and Fabrication of micro wineglass resonators with specific geometric dimensions 

【99711】Design and Fabrication of An Absolute Wireless Capacitive Pressure Sensor Based on LC Resonance 

【98917】An Integrated FBAR Sensor Chip with Highly Efficient Temperature Control System 

【94111】Finger Motion Detection Based on PVDF Piezoelectric Film Sensor 

【95417】Microphase separated of polyurethane nanocomposites based on microcrystalline cellulose with different 

granularity 

【98417】A ICP Etching Simul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Narrow Band Level Set Method 

【98716】Young’s Modulus Measurements Using Resonant Cantilever Beams at High Temperatures 

【97518】An analytical model of thermal based on three-dimensional high-density stacked structure   

【96416】The Micro-analysis of Effect on Salt Freezing Cycle to The Performance of Asphalt Mor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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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设置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是致力于推进微米纳米技术这一前沿科学领域的研发与产

业化的国家一级学会，是联系广大微米/纳米技术工作者的纽带，是发展我国微米/纳米

技术事业的重要社会力量。学会每年一届的学术会议，使得国内外最新的微纳米技术方

面的科研成果在学术会议中交流和分享。 

自 2015 年起，为了鼓励在微米纳米技术领域一直努力的科研工作者，中国微米纳

米技术学会决定每年根据上一年推荐发表论文的检索类型、被引用和下载数量等情况，

评选出上一年度的优秀论文并予以一定的奖励。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2014 年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已于 2015 年 10 月 12 日在上海

唐朝酒店进行了颁奖。 

 

 

 

 

 

 

 

 

                     

                          (图为王立鼎院士为获奖作者颁奖) 

2015 年学术年会结束之后，新一轮的优秀论文奖的评选活动已开始启动。希望广大

科技工作者能在年会之后持续关注学会的活动，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的具体办法请登录

CSMNT2016 年会官网 http://annual2016.csmnt.org.cn 查询，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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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的名单如下： 

 

姓名 单位 获奖论文题目 

饶洋 重庆大学 A Wind Energy Powered Wireless Temperature Sensor Node 

王芳芳 中科院电子所 
Electrochemical Microsensor Based on Gold Microband Array Electrode for 

Phosphate Determination in Freshwater 

简泽明 中北大学 
New Research on MEMS Acoustic Vector Sensor Used in Ground Marker of 

Pipeline 

宋克东 大连理工大学 
Fabrication and Cell Responsive Behavior of Macroporous PLLA/Gelatin 

Composite Scaffold with Hierarchical Micro-Nano Pore Sructure  

陈文国 上海交通大学 
The Dynamic Response Process Simu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a 

Laterally-driven Inertial Micro-switch 

雷廷平 华侨大学 
Fabrication of Various Micro/Nano Structures by Modified Near-Field 

Electrospinning 

谢立强 解放军理工大学 Fabrication of a Novel Quartz Micromachined Gyroscope 

李翔宇 哈尔滨工业大学 Study of Self-calibration MEMS Accelerometers 

何勇 厦门大学 
A Novel Sacrificial-layer Process Based on Anodic Bonding and Its Application in 

an Accelerometer 

张婧 北京理工大学 Buckling Analysis of PlanarCompression Micro-springs 

李天建 清华大学深圳研究院 
Modification of Inkjet Printer for Polymer Sensitive Layer Preparation on 

Silicon-based Gas Sensors 

彭丽萍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Influence of Deposition Pressure on the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Indium Doped 

ZnO Films Prepared by RF Magnetron Sputtering 

张加宏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Research on High-Precision, Low Cost Piezoresistive MEMS-Array Pressure 

Transmitters Based on Genetic Wavelet Neural Networks for Meteorological 

Measu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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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一届“珀金微纳光学创新奖”揭晓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自 2014 年起，与珀金埃尔默仪器企业管理（上海）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PerkinElmer”）共同设立了“珀金微纳光学创新奖”，该奖的评选、颁奖

工作每 2 年组织一次。第一届“珀金微纳光学创新奖”评审工作 2015 年正式启动，经

过评审工作委员会的几轮审议和讨论，投票选出优秀科学家 2 名、优秀青年科学家 1 名。

第一届“珀金微纳光学创新奖”颁奖仪式已于 2015 年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学术年会

期间举行，届时邀请领域专家为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和相关奖励。 

2015 年第一届“珀金微纳光学创新奖”获奖人员名单 

优秀科学家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梁静秋 

上海交通大学，张卫平 

优秀青年科学家 西北工业大学，虞益挺 

优秀科学家简介如下（2 名） 

梁静秋，理学博士，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

所应用光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自 1984 年至今，

一直从事光电子及微/纳光机电材料、器件、系统及微结构光学领域

研究工作。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微纳光学领域研究项目 20 余项，

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200 余篇，曾组织双边国际研讨会并多次参加国

际、国内学术交流。已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54 项，实用新型专利 21

项。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 30 余名。 

....................................................................................................................................................... 

张卫平，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上海市人才发展资金资助计划，主要从事微纳加工集成制造、

微惯性器件、微仿生机器人、生物微流控芯片等方面的研究。主持

或作为骨干参与国家 863、国家 97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总装备

部等科研项目 60 余项，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励 12 项，出版专

著 4 部，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20 余项，授

权国家软件著作权 1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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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青年科学家简介（1 名） 

虞益挺，1980 年生，工学博士，西北工业大学教授、博导。2011

年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 项（排名 6）、2012 年荣获教育部全

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已获得德国“洪堡学者”、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陕西省“青年科技新星”等荣誉称号。长期从事微

纳光学滤波与成像方面的研究工作，至今发表研究论文 49 篇，其

中一作论文 29 篇中 SCI 收录 11 篇（包括 JMEMS、JMM、OL、OE、

JLT 等 MEMS 与光学领域国际权威期刊，单篇最高他引 40 次）。获

授权中国发明专利 9 项、实用新型专利 1 项，申报德国 PCT 国际发

明专利 1 项。 

 

 

 

 

 

 

 

 

 

 

（图为学会理事长尤政为获奖人员颁奖）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向 2015 年第一届“珀金微纳光学创新奖”获奖者表示热烈祝

贺！第二届“珀金微纳光学奖”将于 2016 年下半年展开，获奖名单将于 2017 年揭晓。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会讯 

 — 20 — 

学会举办“CSMNT 学科前沿——MEMS 技术培训班” 
 

由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主办，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协办的“CSMNT 学科前 

沿-MEMS 技术培训班”于 2015 年 12 月 19 日-20 日在北京举行。此次培训主要是为了

为推广微纳电子技术，促进相关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微纳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 

此次培训班的主题是“微纳电子技术”，培训课程主要由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相关

老师讲授。来自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的王晓浩老师、任天令老师，北京大学的王玮老师、

王海霞老师分别讲授了以“MEMS 器件、系统和产业化”、“ 基于石墨烯的新型传感器”、 

“生物 MEMS 与微流控技术”、“ MEMS 加工能力培训认证”为主题的课程。培训结束

后在培训老师的带领下学员们参观了 MEMS 工艺实验基地，让学员学习到更多的工艺

知识。 

参加这次培训的人员主要是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固体物理研究所、中国工程物理研

究院化工材料研究所、河北工业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北京化工大学、辽宁工业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连海事大学、郑州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等高校的学生。此次培训

不仅能够让学员们了解最新微致动器和微传感器

以及生物 MEMS 的科研动态及发展情况，还能够

通过微细加工技术生产设备的研制及应用等方面

展开的讨论，为相关技术人员把握科研方向提供

借鉴。培训过程中，还安排了 MEMS 加工技术实

地参观，使学员对 MEMS 加工技术相关设备有一

个更加直观的了解。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在培

训后向学员颁发了培训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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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SCI 论文培训专场 

 

为了提高微米纳米技术科技人员的 SCI 论文写作及插图水平，更好地提高 SCI 期刊

命中率，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将于 2015 年 12 月 26 日在北京特开设 SCI 论文培训专

场。 

一、 主办单位：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二、 培训时间： 2015 年 12 月 26 日 

三、 培训地点：北京 

四、 培训形式： 

老师与学员现场一同绘制插图案例，并讲授配图设计思路及规范化操作。 

五、 培训对象：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所有从事微纳相关技术研究的科研及技术人员。 

限 40 人。 

六、 培训意义： 

收获一：教授学员使用国际通用的 SCI 论文制图及 3DMAX 软件，使学员能够独立

设计并制作出符合国际规范的高质量论文配图，让学员了解论文配图设计思路，掌握基

本的论文配图设计技能； 

收获二：和 SCI 检索期刊编辑零距离的交流； 

收获三：证书保证学习质量，培训结束后颁发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CSMNT--SCI

论文培训结业证书》。 

七、 培训课程： 

日期 时间 内容 

12 月 26 日 

8:30-9:30 论文配图的重要性（作图时的注意事项） 

9:45-10:15 

PS 概述： 

 位图与矢量图的概念； 

 像素的概念（高像素是否真的代表图片高清晰）； 

 软件的安装（断网-忽略-试用版-破解文件）。 

10:15-11:30 

1. 概括介绍 PS 软件窗口（菜单栏、属性栏、工具栏等）； 

2. 应用实例一：显微镜照片叠加处理技巧。其中包括工具栏中移

动工具及选框工具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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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13:00 午休 

13:00-15:00 

1. PS 实例二： 

 抠图处理技巧案例 1：除去透射电镜照片中不理想的部分（复

习移动工具及选框工具的使用，并教授制作标尺）； 

 抠图处理技巧案例 2：使用多边形套索工具抠图（在一幅完整

的图中抠出自己所需的图片并用到另一张图中）。  

2. PS 实例三： 

 明暗对比优化案例 1：DNA 凝胶电泳照片的修复，修复照片

背光过亮或曝光，及条带与背景对比度不明显。（利用亮度/

对比度及色阶等命令）。 

 明暗对比优化案例 2：巩固练习。 

15:15-17:00 

3. PS 实例四： 

 图片缺陷的修复案例 1：修复电镜照片中的杂点（利用修复画

笔工具）； 

 图片缺陷的修复案例 2：巩固练习。 

4. PS 实例五：电镜上色（无色照片上色及图层蒙版的应用）。 

12 月 27 日 

8:30-10:00 封面设计要点 

10:00-11:30 石墨烯模型的制作 

11:30-13:00 午休 

13:00-13:30 Wiley 期刊编辑面对面-SCI 论文投稿要求详解 

13:30-15:00 碳纳米管的制作、DNA 双螺旋结构的制作（两种方法） 

15:15-17:00 磷脂双份子层及球形脂质体的制作 

八、 培训费用：非学会会员：2200 元；学会会员：1800 元；食宿自理。 

九、 注意事项： 

1. 请填写附件回执后，于 12 月 25 日前以 E-mail 或传真方式进行反馈。 

2. 会务组将根据报名表寄发报到通知，告知具体会议地点，食宿及日程安排等具

体事宜。 

3. 参训人员需要自带笔记本电脑（W7 系统，C 盘容量大于 15G），相关软在请在

http://www.yantuguanggaosheji.com/col.jsp?id=113 下载。 

十、 联系方式： 

  联系人：刘老师    电  话：010-62796707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二 O 一五年十一月 

http://www.yantuguanggaosheji.com/col.jsp?id=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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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CSMNT 学科前沿——纳米光学技术培训班”的通知 

 

     在纳米尺度上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科学和工程即为纳米光学。这种相互作用是通过

自然或人工的纳米材料的物理、化学或结构性质来调控的。纳米光学就是如何利用到自

然界物质，设计出新功能的纳米结构材料，从而解决电子和信息技术方面问题的一种研

究。为了展现和促进国内纳米光学技术的发展，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将于 2016 年 1

月 9 日-10 日在北京举办“CSMNT 学科前沿-纳米光学技术培训班”。 

一、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协办单位：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光电工程研究所 

二、培训主题：纳米光学技术 

三、时间地点 

    培训时间：2016 年 1 月 9 日-10 日（第一期）  

    培训地点：北京  

四、培训形式：理论授课为主，现场实践和线上应用为辅 

五、培训对象：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从事纳米光学技术相关技术研究的科研人员及技术人

员。 

六、培训意义： 

收获一：了解纳米光学技术研究的基础理论及科研发展现状、产业化推进状况和及市场

前景展望； 

收获二：了解纳米光学在不同技术领域内应用的情况；实践纳米光学仪器在科研工作中

的应用； 

收获三：证书保证学习质量，可用于专业技术人才评价；培训结束后颁发中国微米纳米

技术学会《CSMNT 学科前沿-纳米光学培训结业证书》。 

七、课程安排 

日期 时间 课程 主讲人 

1 月 8 日 全天 培训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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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9 日 

9:00-11:30 

近场光学与纳米光学测量: 

基于近场光学/纳米光学原理和方法的光学测量仪器 

王佳  教授 

清华大学 

14:00-17:00 椭偏成像蛋白质微阵列生物传感器及其生物医学应用 

靳刚  教授 

中科院力学所 

1 月 10 日 

9:00-11:30 椭偏测量技术及其应用 

孟永宏  总经理 

北京量拓科技有限公司 

14:00-17:00 光纤传感技术与器件 

祝连庆 教授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八、会务费用 

1. 非学会会员：2200 元 

2. 学会会员、学生：2000 元  

1. 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2. 本次培训由北京凯拓时代文化交流中心承办会务并出具发票作为报销凭据。 

九、注意事项 

1. 请填写附件回执后，于 1 月 6 日前以 E-mail 或传真方式进行反馈。 

2. 会务组将根据报名表寄发报到通知，告知具体培训地点，食宿及日程安排等具体

事宜。 

3. 请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组织人员参加，参会人员 10 人以上请致电咨询会务组。 

十 、联系方式 

   联系人：姜老师、刘老师 

   电  话：010-82933008、62796707 

   传  真：010-62796707 

   E-mail：csmnt@mail.tsinghua.edu.cn 

   网址；www.csmnt.org.cn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二 O 一五年十二月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会讯 

 — 25 —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会讯 

 — 26 —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会讯 

 — 27 —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会讯 

 — 28 —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会讯 

 — 29 — 

资源共享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十七届学术会议 
大会报告摘要和报告人简历 

 

   ※王中林院士是佐治亚理工学院终身校董事讲席教授，

Hightower终身讲席教授，化学系兼职教授和电机系兼职教授。王

教授是首位中组部“千人计划”顶尖人才与团队入选者。他是中国科

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首席科学家和首任所长。 

王教授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和欧洲科学院院士。王教授荣

获了美国显微镜学会 1999年巴顿奖章﹐佐治亚理工学院2000和

2005年杰出研究奖﹐2005年Sigma Xi 学会持续研究奖，2001年

S.T.Li奖金（美国）﹐2009年美国陶瓷学会Purdy奖，2011年美国材料学会奖章（MRS 

Medal） ， 2012年美国陶瓷学会Edward Orton Memorial 奖， ACS Nano 讲座奖，2014

年美国物理学会James C. McGroddy 新材料奖，201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

奖，2014年佐治亚理工学院杰出教授终身成就奖，2014年欧洲NANOSMAT奖，2014年

材料领域世界技术奖。 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CAREER基金﹐中国首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会海外优秀青年科学家基金,中国科学院海外杰出学者基金获得者。他成功地组织和担

任过二十五次学术会议的主席。王教授是美国物理学会fellow，   美国科学发展协会

(AAAS) fellow，美国材料学会 fellow，美国显微学会fellow, 美国陶瓷学会fellow。 

王教授已在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了1020篇期刊论文（其中12篇发表在美国《科学》，

4篇发表在《自然》期刊上；10篇发表在《自然》子刊上）﹐45篇书章节﹐200项专利，

5本专著和20余本编辑书籍和会议文集。他已被邀请做过850多次学术讲演和大会特邀报

告。他的学术论文已被引用82,000次以上。他论文被引用的H因子（h-index）是138。他

是世界上在材料和纳米技术论文引用次数最多的前五位作者之一。王教授在当今世界最

杰出的科学家排名榜上第25名 （http://superstarsofscience.com/scientists）。 

王中林是国际公认的纳米科技领域领军人物，在一维氧化物纳米结构制备、表征及

其在能源技术、电子技术、光电子技术以及生物技术等应用方面均作出了原创性重大贡

献。他发明了纳米发电机,并提出了自充电纳米结构系统,为微纳电子系统的发展开辟了

新途径。他开创了纳米结构压电电子学和压电光电子学研究的先河，对纳米机器人、人

-电界面、纳米传感器、医学诊断及光伏技术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 

http://superstarsofscience.com/scient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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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Nanogenerators as new energy technology and piezotronics for smart systems 

报告摘要（ABSTRACT）: Developing wireless nanodevices and nanosystems is of critical 

importance for sensing, medical science, environmental/infrastructure monitoring, defense 

technology and even personal electronics. It is highly desirable for wireless devices to be 

self-powered without using battery. Nanogenerators (NGs) have been developed based on 

piezoelectric, trioboelectric and pyroelectric effects, aiming at building self-sufficient power 

sources for mico/nano-systems. The output of the nanogenerators now is high enough to drive 

a wireless sensor system and charge a battery for a cell phone, and they are becoming a vital 

technology for sustainable, independent and maintenance free operation of 

micro/nano-systems and mobile/portable electronics. An energy conversion efficiency of 55% 

and an output power density of 1200 W/m
2
 have been demonstrated. This technology is now 

not only capable of driving portable electronics, but also has the potential for harvesting wind 

and ocean wave energy for large-scale power application. This talk will focus on the updated 

progress in NGs.  

For Wurtzite and zinc blend structures that have non-central symmetry, such as ZnO, GaN and 

InN, a piezoelectric potential (piezopotential) is created in the crystal by applying a strain. 

Such piezopotential can serve as a “gate” voltage that can effectively tune/control the charge 

transport across an interface/junction; electronics fabricated based on such a mechanism is 

coined as piezotronics, with applications in force/pressure triggered/controlled electronic 

devices, sensors, logic units and memory. By using the piezotronic effect, we show that the 

optoelectronc devices fabricated using wurtzite materials can have superior performance as 

solar cell, photon detector and light emitting diode. Piezotronics is likely to serve as a 

“mechanosensation” for directly interfacing biomechanical action with silicon based 

technology and active flexible electronics. This lecture will focus on the updated progress in 

the field and its expansion to 2D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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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Thadhani joined the faculty in the School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t Georgia Tech in September, 1992.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studies of shock-induced physical, chemical, and 

mechanical changes for processing of novel materials and for probing 

the deformation and fracture response of metals, ceramics, polymers, 

and composites, subjected to high-rate impact loading conditions. He 

has developed state-of-the-art high-strain-rate laboratory which 

includes 80-mm and 7.62-mm diameter single-stage gas-guns, and a laser-accelerated thin-foil 

set-up, to perform impact experiments at velocities of 70 to 1200 m/s. The experiments 

employ time-resolved diagnostics to monitor shock-initiated events with nanosecond 

resolution employing piezoelectric and piezoresistive stress gauges, VISAR interferometry, 

Photonic-doppler-velocimetry, and high-speed digital imaging, combined with the ability to 

recover impacted materials for post-mortem microstructural characterization and 

determination of other properties. He has built computational capabilities employing 

continuum simulations for design of experiments and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constitutive equations, as well as for meso-scale discrete particle numerical analysis (using 

CTH and ALE3D codes) to determine the effects observed during shock compression of 

heterogeneous materials, using real microstructures. 

His current research projects (pictured below) include (a) dynamic shock consolidation of 

nano-sized and nanocrystalline powders for fabrication of bulk nanocomposite permanent 

magnets with high energy products; (b) design, processing, characterization and evaluation of 

structural energetic materials (based on intermetallics, ceramics, thermites, and 

polymer-composites) and including determining their pressure-volume compressibi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constitutive mechanochemical behavior; (c) Phase transition and high 

strain rate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bulk metallic glasses and their composites; and (d)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constitutive models for high-strain-rate mechanical property 

characterization of various fcc, bcc, and hcp metals. 

Dr. Thadhani is fellow of the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APS) and of ASM International. He 

is author of more than two hundred publications in journals and proceedings, including several 

authoritative reviews and book articles. He is Editor of Springer Series on Shock Compression, 

Associate Editor of Shock Wave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Key Reader for Metallurgical and 

Materials Transactions, Past Chair of the APS-SCCM Awards committee, and Past President 

of the Alpha Sigma Mu, Materials Honor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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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Fabrication of Nanocomposite Permanent 

Magnets 

报告摘要（ABSTRACT）：Permanent magnets have served as magical objects since their 

inception in compasses in ancient China. Today, the same magical objects are the power that 

drives every sector of technology, helping to create “better life and build smart city.” 

Applications of permanent magnets are found in the automobiles that we drive, electronic 

technologies we enjoy, biomedical instrumentation that detects disease, and generators used 

for harvesting energy. Nanocomposite permanent magnets containing mixtures of hard and 

soft magnetic phases assembled in a manner that provides exchange coupling between the two 

phases have the potential of yielding very high energy product, exceeding 50 MGOe. The 

nanoscale dimension of the soft phase smaller than the magnetic domain length ensures 

exchange coupling such that its tall hysteresis loop (high magnetic saturation) combines with 

the wide hysteresis loop of the hard phase (high coercivity) to provide the maximum value of 

the energy product (BHmax). 

Challenges abound in the fabrication of exchange permanent magnets with giant energy 

products needed for conventional as well as more advanced applications. A bottom-approach 

is often employed starting with the synthesis of nanostructured soft and hard magnetic 

powders, which subsequently are consolidated to produce the magnets in bulk form. 

Shock-compression is a viable approach for the consolidation of soft, hard, or nanocomposite 

magnetic powders for fabrication of bulk magnets. The rapid and localized deposition of 

shock energy at inter-particle regions results in inter-particle bonding and densification of 

powders, with limited thermal excursions thereby retaining the starting material phase and 

grain structure. In this presentation, we will describe our work on fabrication of bulk 

permanent magnets starting with nano-sized single- and multi-component particles, and 

nano-grained polycrystalline and composite powders. The shock compression experiments are 

performed using a three-capsule fixture designed for use on our 80-mm gas gun to produce 

compacts of 10-12 mm diameter and 2-4 mm thickness. The precursor powders are statically 

pressed into the sample die, and impacted at conditions necessary to achieve good 

inter-particle and complete densification. 

We have demonstrated shock compaction of various soft and hard magnetic materials, as well 

as nanocomposite exchange-coupled magnets, with amongst the highest values of the energy 

product for anisotropic and binder-less systems. Compacts of Nd2Fe14B/α-Fe magnets show 

clear evidence of exchange coupling, with the retention of magnetic phases and nano-scale 

grain structure in the fabricated bulk compacts. However, challenges remain due to possible 

stress-induced phase transformations at high pressures, strain-induced phase changes from 

severe plastic deformation, and thermal decomposition caused by bulk temperature increases 

arising from densification starting with low packing density, i.e., below 50% TMD. In this 

presentation,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of using the shock-compression approach for 

fabrication of bulk nanocomposite permanent magnets will be highligh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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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刘忠范，中国科学院院士。1983 年毕业于长春工业大学

化工系；1987 年毕业于横滨国立大学，获硕士学位；1990 年毕业

于东京大学，获博士学位。1990 年 4 月至 1993 年 5 月在东京大

学和国立分子科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1993 年 6 月回国。2011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13 年入选“万人计划”杰出人才。现为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1993 年），长江学者（1999

年），任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纳米科技岗位”长江特聘

教授、北京大学纳米科技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纳米技术与工程

研究院副院长、以及科技部 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表界面纳米工程学”基金委创新研究

群体和教育部创新团队学术带头人等职。兼任中国化学会副秘书长、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和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化学会电化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化学通报”

副主编、以及 Nanotechnology、J. Scanning Probe Microscopy、J. Photochem. Photobiol.(C) 

Photochem. Rev.、Chemistry__ An Asian Journal、《微纳电子技术》、《纳米技术与精密

工程》、《纳米科技》、《电化学》等杂志编委。英国物理学会高级会员、美国科学振

兴会（AAAS）会员、欧美同学会会员。 

报告题目：Graphene and Beyond: Attraction, Reality and Future 

报告摘要（ABSTRACT）：Graphene, the atomic thin carbon film with honeycomb lattice, 

holds great promise in a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arising from its unique band structure and 

excellent electronic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The gold rush of graphene research from 2004 

also ignited one’s enthusiasm on 2D materials such as h-BN, transition metal dichacogenides, 

graphynes, silicene, germanene, phosphorene, etc. We have been focusing our research 

interests on the growth issue of these kinds of 2D atomic crystals together with 2D chemistry. 

This talk will focus on our recent progresses towards the controlled growth of graphene and its 

2D hybrids, as well as the graphdiyne, a sp-hybridized 2D carbon allotrope. The general 

strategy for graphene growth is to design and control the elementary steps of catalytic CVD 

process for achieving a precise control of layer thickness, stacking order, domain size, doping 

and energy band structure. A particular emphasis was laid on the design of growth catalysts, 

including bimetal alloys and groups IVB-VIB transition metal carbides. The talk will also 

cover our recent efforts on the direct synthesis of graphene on insulating substrates, which 

enable the transfer-free fabrication of graphene-based electronic and optoelectronic devices. It 

includes the controlled growth of graphene on hexagonal boron nitride (h-BN) and traditional 

glasses. Synthesizing graphdiyne with a well-defined structure is of great challenge. With a 

modified Glaser-Hay coupling reaction pathway, we succeeded in the direct synthesis of 

graphdiyne Nanowalls on copper foils. Due to the highly-conjugated electronic structure, 

these graphdiyne nanowalls exhibited excellent and stable field emission properties.  

http://baike.baidu.com/view/55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53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49728.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878/387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16317.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9359836/940510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9349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02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185.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275861/27586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0394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72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727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41599.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3586925/358692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622434.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910047/4911087.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910047/49110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5349313.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650834/6508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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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 Thundat 教授是加拿大首席杰出科学家（Canada 

Excellent Research Chair），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化学与材料工程系

教授，加拿大国家纳米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印度科学院世纪首席

科学家。此前曾任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高级科学家、科研理事

会主席，美国田纳西大学物理系教授。 

 Thomas Thundat 教授是公认的微纳机械传感器领域的开拓者

和领军人物，曾首创性研发出基于探针技术的纳米光刻技术、用

于生物成像的扫描探针显微镜技术以及一系列基于吸附诱发机械

力变化的物理、化学、生化传感器技术。目前已在包括 Nature biotechnology，Nature 

nanotechnology，Science，PNAS 等国际顶尖期刊发表文章 358 篇，总引用率达到 16787

次，h-index 指数达到 55，申请专利四十余项。曾获美国能源部青年科学家奖、美国电

化学协会传感器分部杰出贡献奖、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新兴科技奖、美国橡树岭国家实

验室年度发明奖、美国田纳西大学杰出成就奖、印度科学院杰出校友奖等多项奖项。 

Thomas Thundat 教授还担任了 Scientific Reports、Journal of Nanotechnology、

Scanning、Review of Scientific Instruments 等国际学术杂志的编辑。同时 Thomas Thundat

教授还是国际光学与光子工程师协会（SPIE）、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ASME） 、美国

先进科学协会（AAAS）、美国物理协会（APS）、美国电化学协会（ECS）的会员。 

报告题目：Nanowire Calorimetry for Chemical Sensing   

报告摘要（Abstract）：Department of Chemical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Alberta, Edmonton, AB T6G 2V4, Canada While the use of traditional calorimetry is ideal for 

obtaining thermodynamic properties of analytes, calorimetry at the nanoscale offers rich 

information on molecular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Resonant excitation of molecules can 

result in nonradiative decay-induced thermal energy in the pico Joule range. Because of their 

low thermal mass, temperature of a suspended nanowires increases drastically due to resonant 

excitation of molecules adsorbed on the nanowire. Nanowires fabricated from wide band gap 

semiconductor such as Bismuth Ferrite (BiFeO3, BFO) show changes in electrical properties 

because of the thermally induced charge carrier trapping in the surface states. Electrical 

resonance response of the nanowire varies significantly depending on the vibrational spectrum 

of the adsorbed molecules. We have demonstrated high selectivity detection of 

femtogram )( fg  level molecules physisorbed on a nanowire by monitoring its electrical 

resonance response. This technique can be extended into confined liquids in microfabricated 

structures. This concept overcomes the challenges involved in the simultaneous achievement 

of selectivity and sensitivity in micro and nanofabricated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sensors. 

Recent advances in integration of multi-modal signal generation onto single platforms in order 

to achieve selectivity, sensitivity, and rapid regeneration will be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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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f. Wenzhong Lou now is one of the team leader of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and Control for School of 

Mechatronical Engineer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urrently, Prof. Lou's research group is mainly interested in 

research of safety-critical robust microsystems devices and modules of 

nano/microscale level, including the design, manufacture technology 

and experiment. The key theories refer to mechanics, material, and 

microelectronics, through multidisciplinary interaction approach.   

Some projects are the main parts of microsystems structure, microswitches, smart 

parylene microsystems. The group is also generally interested in advanced simul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heterogeneous integration and packaging of the microsystems. In recent years, 

Prof. Lou is working on multi-physical coupled characteristic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 of 

Microsystems reliable problem under harsh environment. And his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in microsystems integration, contribute to the breakthrough in the field of smart 

microsystems, applying the sensing technology in the macro-micron scale system, triggering a 

series of basic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报告题目：: Microsystems Technology under Harsh Environment 

报告摘要（Abstract）: Fast development of harsh environment microsystems technology, as 

well as its advantages that were previously challenging or impossible to manage with 

conventional mechatronical methods, bring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in the field of material, 

mechanics, microelectronics, MEMS, micro-energy resources, compositive experiments, and 

so on. Research on interaction between microsystems and reliability interface in 

micro/nanoscale, especial mechanical and electronics principles, are critically important for 

fundamental understanding of the correlative phenomena and realizing potential applications. 

In this subject, we summarize the fundamental theories, designs and the correlative 

experiments in this field, and put forward some discussion about the unknown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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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宜方，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12 年获得“国

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现任复旦大学微纳科技平台副主任，复

旦大学信息学院微纳系统中心副主任，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

（National Physical Laboratory）高级访问研究员（2014-2019）。 

自 1990 年起，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凝聚态物理系（1991 年

荣获最优秀博士生奖）、国际著名的荷兰戴尔福特理工大学纳米

超导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微电子中心、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詹

姆斯.瓦特纳米技术中心、英国卢瑟福阿普尔顿国家实验室长期从

事电子束光刻及其在纳米电子学、纳米光子学和新型纳米光刻应用的基础研究。归国前

担任英国卢瑟福实验室（MNTC 中心）纳米科技首席科学家，瑞士洛桑理工学院（EPFL）

访问教授（2010）。在英国卢瑟福实验室工作期间，主持领导了多项千万元以上的联合

科研项目，包括一项欧共体第七框架“MICROCARE”（微纳技术的医疗保健）项目的首

席科学家（2010-2014）、英国战略技术发展局（TSB）纳米技术的防伪安全应用项目首

席科学家（2007-2010）、英国新型纳米镜项目协同首席科学家（Co-Investigator）

（2008-2012）。在国际期刊发表 SCI 检索论文 119 篇，其中第一作者加通讯作者 98 篇，

撰写综述性论文 6 篇，他引 1218 次。国际会议邀请报告 4 个，发明国家专利 16 项（在

审）。他在电子束光刻、纳米压印和纳米加工技术上所积累的丰富的经验使得他成功地

将纳米技术应用于纳米电子学、纳米光子晶体和超构材料以及纳米生物等领域。863 项

目的评审专家和长江学者评审专家，Elsevier 杂志和美国真空与科学技术杂志(JVST)资

深审稿员。2013 年（美国）和 2014 年 EIPBN 国际会议（美国华盛顿）程序委员会成员，

2014 年（日本福冈）和 2015 年 MNC 国际会议委员会成员和纳米电子分会主席，2014

年 NNT 国际会议（日本京都）委员会成员。 

报告题目：电子束光刻及其在纳米科技上的应用 

报告摘要（ABSTRACT）：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以电子束光刻为主要加工手段的纳

米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了纳米科学的迅猛发展。在学术界的纳米科学基础研究中，电

子束光刻被成功应用于纳米结构、纳米电子器件和纳米光子材料的研发；在工业界，电

子束光刻是研发新型纳米电子器件和集成线路初样（prototype）不可或缺的核心技术。

它的成功应用，对于纳米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个报告中，我将主

要聚焦在电子束光刻工艺及其在纳米结构、纳米电子学和纳米光子学等基础研究中的应

用。所有报告的内容都是报告人作为国家千人特聘专家在复旦大学领导纳米光刻与应用

科研组在近几年取得的最新科研进展。具体包括：微波-太赫兹波固态电子器件的研制、

X 射线光学透镜的研制、新型局域表面等离子体传感器、局域表面等离子体结构色和蝴

蝶翅膀结构色的研制、三维灰度电子束光刻及应用等。通过这个报告所报道的各个实例，

我将向大家表明电子束光刻的广泛应用范围和在基础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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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志宇博士是中组部“千人计划”入选者，现担任上海交通

大学“致远”讲席教授和微米纳米加工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主任。

并兼任上海大学特聘教授和纳微能源研究所所长。 

    胡教授曾经在美国能源部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担任研究员多年，

并在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田纳西大学等多所大学担任客座或兼职

教授。他在美学习、工作期间曾多次荣获嘉奖和荣誉，包括美国能

源部部长的亲函嘉奖和“年度发明家奖”。在美国工作期间，曾经主持过多项美国能源部

和其他部门的研究课题,在相关的学术期刊中发表了一百八十多篇学术论文、四十多次特

邀专题报告、六项国际专利，三十七项中国专利。曾经在美国能源部、国防部、国家科

学基金会、以及多个州政府和学术期刊担任评审专家。回国工作以来承担了国家和地方

的多个重大科研项目。 

胡 志 宇 博 士目 前 担任 美 国 机 械工 程 师学 会 （ ASME ） “ 纳米 工 程 委 员

会”(NanoEnegineering Council)的执行理事（唯一中国代表），美国电化学学会（ECS）传

感器分会的执行理事，全球汽车精英组织常务理事，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微纳器件与系统

技术分会常务理事等学术职位。是第 20 届世界微机械峰会中国代表团主代表，担任国

家“千人计划专家联谊会”的“工程与材料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胡志宇博士在世界上首创性地提出了纳米催化燃烧及全固态室温纳米催化燃烧发电

的概念。目前全固态室温催化纳米发电芯片的已经在实验室获得成功验证，制造了世界

上第一个“芯片上的发电厂”。 

主要研究方向： 

 纳米量级高效低污染能量转换元器件及其应用 

 薄膜纳米结构功能材料 

 纳米催化低温燃烧 

 红外显微光学 

 纳米尺度低维结构能量传输和转换 

 微纳电子机械系统元器件的研究及以及其在生物、医学、光学等方面的运用 

 自组合村料与结构的研究及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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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Power the World from Nanoscale 

报告摘要（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 report, over 85% 

of the world's energy supply comes from the high temperature burning of oil, natural gas, coal 

and other combustible materials that cause mass pollution and widespread health risks. In 

biological systems, the conversion of fuel to energy is done at the nanoscale sub-cellular level, 

at body temperature and atmospheric pressure, efficiently and without producing harmful 

pollutants.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emical, thermal, optical,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ergetic interactions in the nanoscale environment promises to fundamentally 

change the way that energy is utilized. 

By observing the energy conversion methods utilized by creatures in nature and by human 

engineering products around us, one could notice some similarities, as well as sever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oth systems require energy to support their activities and energy 

stored in the form of chemical bonds of molecules has been their primary energy source. 

However, biological systems and human engineering systems take very dissimilar approaches 

to release chemical energies and to complete the energy conversion process. Two very 

noticeable differences are the temperatures at which the reactions take place and the size of 

the reaction region. In biological systems nanometer sized proteins and ions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in the cells and complete their energy conversion processes at creatures’ body 

temperatures (which are well below 100 
0
C), atmospheric pressure and neutral pH with the 

assistance of biocatalysts – enzymes. As a comparison, human engineering tends to use a 

macroscale (> 1mm) method of high temperatures burning/combustion (well above 200 
0
C) at 

elevated pressure. Governing by the scaling and thermodynamic laws, there is a critical 

volume requirement for having a sustainable combustion or fire besides other three essential 

conditions - fuel, oxidant and ignition. In the term of energy conversion efficiency, biological 

systems seemly have higher efficiency than man-made systems.  

In this paper, we will present our work of building a nanoscale heat engine system that could 

convert chemical energy directly to electrical power without conventional high temperature 

burning. The main motivation for building a nanoscale heat engine is to achieve much higher 

power density and higher energy conversion efficiency, which are hard to obtain on the 

macroscale. On the macroscal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henomena are dominated by high 

dimensional parameters such as mass (l
3
). On the nano/microscale, the governing factors are 

replaced by low dimensional parameters such as van der Waals force (l
1/4

), surface tension (l), 

and friction (l
2
) that could help to achieve major breakthroughs in energy conversion 

principles. According to the scaling laws, a nanoengine would have much higher power, 

higher energy conversion efficiency, and higher power density than a large-scale engine in the 

same volume. In this paper, we will discuss the basic concept of building a nanoscale heat 

engine and discuss its advantages and possible applications that might lea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class of high-performance direct energy conversion system using 

nano-/micro-fabrication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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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元冬博士在微电子及微机电系统领域拥有二十余年的技术研发、

科技管理及产业化经验。2013 年，古博士作为高端技术研发及产业化

人才经由新加坡科技研究局从美国霍尼韦尔国际（Honeywell 

International）引进到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微电子研究院，任微机电系

统(MEMS)中心及微型医疗器件中心主任，负责微机电系统及微型

医疗器件的工业研发和科技产业化工作。目前中心的核心科研团队

由 50 余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组成，研发项目由新加坡政府与新加坡、美国、日

本、阿联酋等国的大型国际科技企业投资，总值约 4 千万新币（约 2 亿人民币）。 

此前，古博士在美国霍尼韦尔国际担任研发项目总监（principal investigator）。任职

十年期间，古博士领导的近 20 名研发人员组成的团队获得来自美国国防先进研究项目

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美国国家海洋合作项目局

（National Oceanographic Partnership Program, NOPP），美国海军研发办公室（Office of 

Naval Research, ONR），美国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DHS）等美

国最高科研机构超过 1 千 2 百万美元（7 千 5 百万人民币）的研发总投入。其中他所负

责的芯片尺寸微真空泵 （Chip Scale Vacuum MicroPump）项目被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

署评为 2013 年度特色项目。 

古博士分别于 2001 年和 2003 年获得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电子工程硕士及医药学博士

学位，拥有 24 项美国专利，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及会议发表近 40 篇论文。古博士目前

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工程学院副教授、新加坡科技研究局特色科研项目评委会及政府研

发基金项目评委会评审委员。在霍尼韦尔公司任职期间，古博士于 2004，2009，2010

年三次获得霍尼韦尔杰出技术奖（Bravo Technical Award, Honeywell），于 2005，2006 年

两次获得霍尼韦尔技术成就奖（Technical Achievement Award, Honeywell）。2014 年，古

博士获得新加坡工程技术的最高奖项——由新加坡工程院颁发的杰出工程技术成就奖

（Prestigious Engineering Achievement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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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MEMS: From Lab to Fab 

报告摘要（Abstract）:MEMS has enjoyed explosive growth in the past decade. Three 

observations can be made.  1. The growth is primarily led by the well established players such 

as Bosch, STMicroelectronic, Texas Instrument and such. 2. Consumer electronics, especially 

smartphone, is the main volume driver.  3. Price erosion and reduced NPI turnaround 

time put great pressure on the chip manufacturers.  For emerging counties like China to leap 

frog the established norm, similar to the one in wireless communication, abiding by the 

following guiding principles are beneficial when bringing MEMS from Lab to Fab. 1. 

Improved functionality per die area; 2. Increased device type per process platform; 3. 

Standardised and modularized process to meet the increasing demand of shortened NPI 

phase.  Along these trends, Institute of Microelectronics of ASTAR, Singapore has made 

some valuable attempts.  In this talk, monolithic integration of 9 DoF inertial MEMS; 

AlN-on-Silicon platform for pMUT and Timing devices; and PDK to facilitate process 

modularization are used as examples to illuatrates these ef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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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特邀通讯员、会员招募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个人会员报名表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照 

片 

职    称  职    务   

身份证号码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是否院士  

办公电话  传    真  住宅电话  

手    机  EMAIL  

通讯地址  邮编  

本人学历及工作简历： 

主要学术贡献（包括主要论文、获奖情况）： 

 

 

在其他学会、社团兼职情况： 

 

 

声明： 

本人自愿加入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遵守学会章程，积极参加学会活动，按时缴纳会费。 

 

                                       本人签字： 

注：欲加入学会，成为学会会员，请填写此表格，附带两张两寸照片，回寄至学会秘书处办公室。

经理事会审核，会通知是否通过后再寄会费。收到会费，会制作会员证，并连同会徽寄送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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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团体会员报名表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负 责 人  职    务  职    称  

联 系 人  电    话  传    真  

手    机  EMAIL  

通讯地址  邮编  

单位简介以及在微米纳米技术方面的基本情况（包括人员、设备、研究项目、成果等） 

 

 

 

单位参加其他学会、社团情况： 

 

 

 

声明： 

 

本单位自愿作为团体会员加入中国微米

纳米技术学会，遵守学会章程，积极参加学会

活动，按时缴纳会费。 

 

负责人签字： 

 

 

.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注： 

1) 欲加入学会，成为学会会员，请填写此表格回寄至学会秘书处办公室。经理事会审核，会

通知是否通过后再寄会费。收到会费，会制作会员单位牌匾，并连同会徽寄送给您。 

2) 会员单位，可以免 8 名个人会员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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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取 2016 年会费的通知 

尊敬的会员： 

现在开始办理 2016 年会员会费收缴工作，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学会建议会员可

一次交纳两年的会费，最多可一次缴纳四年的会费，具体办法如下： 

1. 个人会员会费标准 

（1）高级会员（理事，或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200 元/人/年 

（2）普通会员：100 元/人/年 

（3）学生会员：10 元/人/年 

2. 团体会员会费标准 

（1）事业单位每年 2000 元 

（2）企业会员每年 5000 元 

另外，新入会员需缴纳工本费 20 元/人；去年未缴纳会费的会员请在缴纳今年会费

的同时一并交齐。 

交款方式： 

1. 到学会办公室交 

地  址：清华大学 精仪系 3301 房间 

2. 通过邮局汇款 

地  址：北京 清华大学 精仪系 邮  编：100084 

收款人：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3. 通过银行汇款 

账户名称：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账号：1100 1079 9000 5300 8597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清华园支行 

汇款时，请注明“会费”字样、并写清汇款人、联系电话、通信地址和邮编。如发票抬

头有特殊要求，请申明。汇款后请打电话 010-62796707/010-62772108 确认。我们将在

收到汇款后一周内寄出发票。去年已缴纳过会费和工本费的会员，如果还未收到会员证，

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尽快为您补办。 

欢迎随时咨询。 

电话：010-62796707/010-62772108    Email: csmnt@mail.tsinghua.edu.cn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