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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快讯 

高效双线态自由基发光二极管 

Efficient Radical-Based Light-Emitting Diodes with Doublet Emission 
 

X. Ai, et al., Nature, vol. 563, pp. 536-540, 2018. 

 

发光器件是显示与照明领域中的关键元件，相比于传统发光二极管（LED），基于有机发光材料的

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因具有对比度高、超薄以及可弯曲等优点，在显示与照明领域中拥有巨大的

市场价值与应用前景，并已部分应用于手机、手表、电视等设备的显示屏幕。由于 OLED 中生成比例达

75%的三线态激子通常因跃迁禁阻而不发光，因此如何利用三线态激子实现 100%的内量子效率（IQE）

已成为 OLED 领域近 30 年来的研究热点和难点。本文研究人员提出了双线态激子发光的 OLED 发光新

原理，利用自由基发光材料在 OLED 的发光区中只形成双线态激子，双线态激子没有跃迁过程中的自旋

禁阻问题，器件的 IQE 理论上是 100%，从而避开了长久以来的三线态激子的利用问题。以 TTM-3NCz

掺杂薄膜为发光层制备的 OLED 最大 EQE 达到 27%，已接近 IQE 理论的极限值，是目前为止已报道的

深红光/近红外光发光二极管（LED）中的最高值。该研究成果是 OLED 研究领域的重大突破，展现了

发光自由基在有机光电领域的应用前景，为 OLED 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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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四个耦合自旋力矩纳米振荡器实现元音识别 
Vowel Recognition with Four Coupled Spin-Torque Nano-Oscillators 
 

M. Romera, et al., Nature, vol. 563, pp. 230-234, 2018. 

 

新兴的纳米器件可提供紧凑且节能的非线性自动震荡器，模拟生物神经元周期脉冲活动，而振荡器

之间的动态耦合可调节人工神经元之间的突触交流。本文研究人员成功的训练出一种四耦合自旋扭矩纳

米振荡器的硬件网络，它可以根据自动实时学习规则调整其频率，进而识别语音元音。该结果表明，小

硬件神经网络具有振荡、同步等非线性动力学特征，可以实现非平凡模式分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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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去除水中污染物的仿海藻多功能纳米絮凝剂 

Actinia-Like Multifunctional Nanocoagulant for Single-Step Removal of Water Contaminants 
 

J. Liu, et al., Nature Nanotechnology, vol. 1 , 2018. 

 

絮凝是应用最早的水处理技术之一，具有应用广泛、操作简便、成本低廉的优点。本文研究人员从

仿生学入手，通过模仿海葵（Actinia）的身体构造和捕食特征，制备了智能化仿海葵纳米絮凝剂。该絮

凝剂在使用前呈核壳胶束结构存在于水中，解决了多数絮凝剂在储运过程中易失稳的难题。尤为重要的

是，该絮凝剂使用时会发生类似海葵捕食的构型反转：由铝硅复合物组成的“壳”会水解相变，像普通

絮凝剂那样去除悬浮物和胶体；由有机官能团组成的“核”外翻并环绕固定于“壳”上，像海葵的触手

捕捉水中小分子，诱发小分子形成凝聚核进而形成絮体去除。通过上述过程，新型絮凝剂可实现一步去

除悬浮物、胶体和溶解性污染物。研究团队通过研制仿海葵纳米絮凝剂，使“古老”的絮凝技术重新焕

发青春。新型絮凝剂对于简化深度处理工艺、降低成本、水资源高效利用具有较大的潜在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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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柔性电荷耦合器件的高灵敏度可穿戴式 pH 传感器 

A Wearable PH Sensor with High Sensitivity Based on a Flexible Charge-Coupled Device 
 

S. Nakata, et al., Nature Electronics, vol. 1, pp. 596-603, 2018. 

 

柔性传感器具有可机械弯曲和贴合任意物体表面的特性，这种特性显著扩大了传统刚性电子设备的

应用范围。其中，可穿戴的柔性传感器可应用于未来的医疗保健和健康护理，并提供实时、持续的健康

监测。这种监测将会为佩戴者提供有价值的个性化生理信息，并将大大提高早期诊断健康状况的可能性。

其中，用于汗液分析检测的柔性传感器在人体健康诊断分析中可发挥重要作用。尽管现有的一些柔性汗

液检测传感器具有精度高、稳定好等优点，但是较低的灵敏度限制了其实际应用。对于图像和化学传感

设备，提高灵敏度的一种有效方法是使用电荷耦合器件（CCD）结构。本文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基于柔

性电荷耦合器件（CCD）的高灵敏度 pH 传感器。该 pH 传感器可以通过电子电荷转移的积累循环，达

到每 pH 单位约 240mV 的灵敏度，这大约是 Nernst 理论极限的四倍。此外，集成的柔性温度传感器可

同时用于补偿随温度变化的 pH 值和监测皮肤温度，从而实现人体汗液中 pH 值和表皮温度的实时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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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溶剂化镁离子嵌入实现高效镁离子电池 
Fast Kinetics of Multivalent Intercalation Chemistry Enabled by Solvated Magnesium-Ions into 
Self-Established Metallic Layered Materials 
 

Z. Li, et al., Nature Communications, vol. 9, pp. 5115, 2018. 

 

克服由 Mg2
+和宿主材料之间强相互作用引起的迟缓动力学，是制造可充电镁电池的主要挑战。研

究人员通过使用溶剂化的镁离子[Mg(DME)x]
2+嵌入层状材料结构中，制造出具有快速脱嵌动力学的镁电

池。相关研究表明，通过二甲氧基乙烷溶剂化可以降低镁离子的高电荷密度，降低扩散能垒，避免了正

极－电解质界面缓慢的去溶剂化过程，并降低了正极晶格对阳离子的捕获能力，促进了镁离子的扩散。

使用纳米结构 MoS2@C 多孔纳米棒进行验证，验证结果表明其电池性能确实得到显著改进。同时，研究

人员在镁离子嵌入体系中首次观察到溶剂化镁离子嵌入期间，MoS2从半导体 2H 相到金属 1T 相的嵌入

诱导相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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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细胞内含有金纳米颗粒构成的光敏细菌利用光合作用实现太阳能的转换 

Bacteria Photosensitized by Intracellular Gold Nanoclusters for Solar Fuel Production 
 

H. Zhang, et al., Nature Nanotechnology, vol. 13, pp. 900-905, 2018. 

 

利用纳米技术进行人工光合作用，是解决当今世界能源问题的重要手段。将无机物优异的光捕获能

力和生物体系优异的生物合成能力相结合，构建无机－生物复合半人工光合作用体系（PBSs），是目前

人工光合作用研究领域的经典策略。本文研究人员采用低生物毒性、高生物兼容性的 Au 纳米团簇作为

光敏化剂，结合细菌构建了一套更高效的无机－生物复合人工光合作用系统。选用了谷胱甘肽修饰的 Au

团簇（Au22(SG)18）以实现生物相容，细菌则选用产乙酸菌热醋穆尔氏菌（Moorella thermoacetica）。实

验结果显示，Au 团簇和空白对照实验组中光合作用效率可以在 4 天内维持稳定，证明了 Au 纳米团簇的

高度生物兼容性和低毒性。在 AM1.5 模拟太阳光条件下进行人工光合作用，采用 13
C 同位素标记法，用

于跟踪光合作用过程中 C 的踪迹，通过各种对照试验发现：Au-细菌体系比常用的 CdS-细菌体系表现出

更快速的乙酸生产速率，Au-细菌体系第一天量子效率达到（2.86±0.38）%，比 CdS-细菌的（2.14±0.16）%

高出 33%左右。总之，这项研究为提高人工光合作用的效率提供了新的思路，为人工光合作用翻开了新

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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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面无机金属化学制成负载型双金属纳米粒子的合成法 

A General Synthesis Approach for Supported Bimetallic Nanoparticles Via Surface Inorganometallic 
Chemistry 
 

Kunlun Ding, et al., Science, vol. 362, pp. 560-564, 2018. 

 

具有明确化学计量和组成金属之间紧密性的超小负载双金属纳米粒子（直径在 1 和 3 纳米之间）的

合成是一项重大挑战。本文研究人员通过分解和还原表面吸附的异金属双络合盐（这些盐很容易在二氧

化硅基底上连续吸附目标阳离子和阴离子），利用表面无机金属化学法合成了 10 种不同的负载双金属纳

米粒子。例如，吸附四氨基钯（II）[Pd(NH3)4
2+

]，然后吸附四氯铂酸盐[PtCl4
2-

]用于形成钯－铂（Pd-Pt）

纳米颗粒。这些负载的双金属纳米粒子在乙炔选择性加氢中显示出增强的催化性质，清楚地表明了组成

金属之间的协同效应。 

 

 
图1.支撑双金属NP的示意图和电子显微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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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度纳米孪晶金属中的额外强化与加工硬化 
Extra Strengthening and Work Hardening in Gradient Nanotwinned Metals 
 

Zhao Cheng, et al., Science, vol. 362, eaau1925, 2018. 
 

梯度结构在自然界中普遍存在，并且越来越多地被引入工程材料中。然而，理解包括工程材料在内

的所有梯度结构中与结构梯度相关的力学行为一直是一项挑战。Cheng 课题组研究了纯铜中具有高度可

调结构梯度的纳米孪晶机械性能，发现大结构梯度可以提供优异的加工硬度和强度，这一特性甚至可以

超过最强组分的梯度结构。该课题组通过系统实验和原子模拟发现，这种不寻常的行为是由颗粒内部超

高密度位错的独特图案所提供的。这些观察不仅揭示了梯度结构，而且还有希望提供一种通过梯度设计

改善材料机械性能的途径。 

 

 

 
图2.典型GNT试样的微观结构和结构梯度—GNT-1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新科技快讯 

Chinese Society of Micro-Nano Technolog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s 

9 

 

共 38 页                                            2018 年第十二期 （总第 67 期）                                              2018 年 12 月 

 

 

 

双光子态的拓扑保护 
Topological Protection of Biphoton States 
 

Andrea Blanco-Redondo, et al., Science, vol. 362, pp. 568-571, 2018. 

 

多光子量子态的稳健生成和传播对量子信息、计算和通信的应用至关重要。尽管光子本质上与热环

境隔离良好，但是其对于大型量子光学器件的缩放仍然受到散射损耗和随机噪声缺陷引起的其他误差的

限制。关于拓扑的最新发现已经引入到构建保护免受散射和缺陷的量子系统中。Andrea 课题组通过拓扑

实验证明了双光子态的保护，它是构建量子信息系统的基础。同时，课题组还提供了具有非平凡拓扑结

构的纳米光子晶格内生成双光子态的空间特征和传播常数的鲁棒性的明确证据，并给出了构建量子门的

鲁棒纠缠态的具体路径。 

 

 

 

 

 

 

 

 

 

 

 

 

 

 

图3.纳米光子学拓扑系统和实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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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油代替电解液抑制铝空气原电池的腐蚀问题 
Suppressing Corrosion in Primary Aluminum-Air Batteries Via Oil Displacement 
 

Brandon J. Hopkins, et al., Science, vol. 362, pp. 658-661, 2018. 

 

原铝空气电池具有较高的理论能量密度，但是其负电极的腐蚀限制了电池的使用寿命。大多数腐蚀

缓解的方法都会对功率和能量密度造成损害。Hopkins 课题组发现在电池待机过程中，用非导电油从电

极表面置换电解质来抑制开路腐蚀，再通过用电解质置换油来实现电池放电，可以提高电池的功率并增

加其能量密度。该课题组设计的电池表面由于具有水下疏油润湿性质，可以实现可逆的油置换。研究人

员在铝空气电池中证明了这种方法可以使电池的能量密度提高 420％，腐蚀减少 99.99％，自放电率降低

到每月 0.02％，系统能量密度达到 700 瓦时/每升和 900 千瓦时/每公斤。                                                                                                                                                                                                                  

 

 

 

 

 

 

 

 

 

 

 

 

 

 

 

图4.选择置换油和分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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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级精确制备可控裂纹扩展的晶圆级二维材料 
Controlled Crack Propagation for Atomic Precision Handling of Wafer-Scale Two-Dimensional  
Materials 
 

Jaewoo Shim, et al., Science , vol. 362, pp. 665-670, 2018. 

 

虽然微米尺度的二维（2D）异质结构的薄片可以通过胶带剥离方法形成，但是将 2D 薄片分离成单

层是非常耗时的，因为它需要反复的试验。同时，由于 2D 材料上的高成核势垒，使得直接生长控制 2D

层的数量也存在困难。Shim 课题组展示了一种层分辨率级 2D 材料分离技术，这种技术通过分割在单个

晶圆上生长的单层厚 2D 材料，可以实现多个单层晶圆级（5 厘米直径）2D 材料的高通量生产。六方氮

化硼、二硫化钨、二硒化钨、二硫化钼和二硒化钼单层膜的均匀性可以通过光致发光响应和基本保留电

子传导性来验证。利用这项技术，该课题组还制造出了具有单原子厚度分辨率的晶圆级范德瓦尔斯异质

结构，包括场效应晶体管。 

 

 

 

 

 

 

 

 

 

 

 

 

 

 

图5.2D材料的层分辨分裂(L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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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结构网络的可逆自组装 
Reversible Self-Assembly of Superstructured Networks 
 

Ronit Freeman, et al., Science, vol. 362, pp. 808-813, 2018. 
 

自然界中的蛋白质组件等软结构，可以自然地通过非共价作用可逆地组成功能性的层级结构。在合

成材料中，分子编码这种动态能力仍然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Freeman 课题组报道了肽-DNA 结合物

和肽的水凝胶，它们组织成相互交织的细丝的上层结构，这些细丝在分子添加或电荷密度变化时分解。

实验和数值模拟结果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反应需要强大的分子的大规模空间重新分布，这种分布通过他

们之间的非共价相互作用实现。模拟结果也表明化学可逆结构只能在超分子内聚能的范围内发生。水凝

胶的储存模式随着上层结构的形成和消失而发生逆转。 

 

 

 

 

 

 

 

 

 
 

 

 

 

 

 

 

 

 

 

 

 

 

 
 

 

 

图 6.DNA-肽两亲物的动力学驱动层次结构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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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组分金属间纳米粒子和复杂合金的优良机械行为 
Multicomponent Intermetallic Nanoparticles and Superb Mechanical Behaviors of Complex Alloys 
 

T. Yang, et al., Science, vol. 362, pp. 933-937, 2018. 
 

基于单主元素系统的合金设计已接近其性能增强的极限。而将基质材料的强度提高到千兆帕水平通

常会导致材料过早失效，造成延展性降低。本文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策略，通过在复杂的合金系统中可

控地引入高密度延展性多组分金属间纳米粒子（MCINPs），来打破强度和延展性之间的此消彼长。与传

统观点下的金属间化合物引起的脆化不同，这种 MCINP 强化合金在室温下具有 1.5 千兆帕的优异强度

和高达 50％的延展性。塑性不稳定是高强度材料的一个主要问题，研究表明可以通过明显的位错活动和

变形诱导的微带产生出独特的多级加工硬化行为实现彻底消除塑性不稳定。该 MCINP 策略为开发新一

代结构应用材料提供了范例。 

 

 

图 7.MCINPS 合金的概念设计和微观结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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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化纳米纤维通过化学气相聚合合成液晶薄膜 
Templated Nanofiber Synthesis Via Chemical Vapor Polymerization into Liquid Crystalline Films 
 

Kenneth C. K.Cheng, et al., Science, vol. 362, pp. 804-808, 2018. 

 

挤压、静电纺丝和微拉伸被广泛用于制造纤维聚合物垫，但是通过这些方法获得具有可控的尺寸、

形状和横向组织的定向阵列的纳米级纤维的途径非常有限。本文研究证明了化学气相聚合可以在涂有液

晶薄膜的表面上进行，进而合成有序集合体或者端部连接的聚合物纳米纤维。该方法使用最初在气相中

形成的低浓度自由基单体，然后扩散到液晶模板中。这使得单体诱导的液晶相的变化最小化，并且能够

获得复杂的、具有精确定义的结构和组成的纳米纤维阵列。纳米纤维阵列可以根据需要定制广泛的功能

特性，包括依赖于纳米纤维手性的粘附性。 

 
 

图 8.通过 CVP 将纳米纤维阵列模板合成为各向异性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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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本体感觉的软光电感官泡沫 
Soft Optoelectronic Sensory Foams with Proprioception 

 
I.M. Van Meerbeek, et al., Science, vol. 3, eaau2489, 2018. 

 

为了更好地控制机器人的本体感受，本文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内部照明的弹性体泡沫，该泡沫经过

训练，可通过机器学习技术对其自身的变形进行检测。光纤将光传输到泡沫中，并同时接收来自内部反

射的漫射波。通过机器学习技术解释漫反射光，可以预测泡沫是顺时针扭曲、逆时针扭曲、向上弯曲还

是向下弯曲。机器学习技术也被用来预测变形类型的大小。在新数据点上，该模型以 100%的精度预测

变形幅度，平均绝对误差为 0.06˚。这种能力可以赋予软机器人更完整的本体感受，使它们能够被可靠地

控制并对外部刺激做出反应。 

 

 

 

 

 

 

 

 

 

 

 

 

 

 

 

 

 

图 9.双传感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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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关于征集 

2019 重大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的通知 

根据《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征集 2019重大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

的通知》（科协办函学字〔2018〕293号）相关要求，中国微米纳米技术

学会开展“2019重大前沿科学问题与工程技术难题”征集工作，现将相

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征集领域及内容 

原则上征集范围覆盖所有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领域。重点征集数理科

学、化学科学、生命科学、工程与材料科学、信息科学、医学科学和管理

科学等 8 个重点学科领域，对面向 2050 年的科技发展具有引领作用的前

沿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 

征集内容包括：问题题目、所属学科、关键词、问题描述，以及问题

产生的背景、最新进展和重要意义等。正文长度为 2000 个汉字左右。除

标题及关键词以中英文双语对照撰写外，其余内容均以中文撰写（附件

2）。不按照规定格式撰写的问题、难题将不能进入遴选环节。 

二、征集方式及数量 

    学会可向中国科协推荐问题 3-5个、难题 3-5个，学会将坚持客观公

正、优中选优、宁缺毋滥的原则组织遴选，遴选结果报送中国科协评选。 

（一）邀请学会理事、会员及广大科技工作者进行推荐； 

（二）每个专业分会应推荐本学科/专业领域的问题不少于 1 个、难

题不少于 1个； 

（三）同一问题、难题不通过多种渠道同时报送。 

三、征集要求 

（一）征集时间：即日起至 2019年 2月 18日止； 

（二）请按照格式模板（附件 2）撰写，并以电子邮件发送至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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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4@csmnt.org.cn；邮件中须注明工作单位、联系人、电话、传真及

电子邮箱等信息； 

（三）邮件主题及附件文稿按照“问题/难题标题+姓名/分会名称”

格式命名。 

四、后续工作安排 

（一）遴选 

学会将按照科协要求组建专家推荐委员会，对广泛征集到的问题、难

题进行遴选，遴选结果经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正式报送中国科协。 

（二）发布 

报送的问题、难题经中国科协评审通过的将向社会发布，发布方式如

下： 

1. 通过中国科协终评的问题、难题拟在 2019年 6月第二十一届中国

科协年会发布。中国科协邀请相关问题、难题撰写者以及推荐单位负责人、

联系人作为嘉宾出席发布仪式。 

2. 中国科协遴选的问题、难题将与其文献计量分析报告集结为《2019

年度重大前沿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一书，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正

式出版。出版时标注问题难题撰写者姓名、推荐单位名称、推荐人及推荐

理由、学术秘书等信息。 

3. 中国科协将选取部分问题，通过“科技工作者建议”等渠道，呈

送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4. “中国科技工作者之家网”、“中国科讯”等媒体将设立专题，公

告、解读入选问题、难题。 

望各专业分会、学会理事、会员以及广大科技工作者踊跃参与，汇聚

科技界智慧，共同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应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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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刘颖 

联系电话：（010）62796707、15300022730 

联系邮箱：office4@csmnt.org.cn 

附件：1. 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征集 2019重大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 

题的通知(点击下载) 

     2. 重大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撰写格式模板（点击下载）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2018年 12月 26日 

http://www.csmnt.org.cn/xgxz.html?companfileCateId=1
http://www.csmnt.org.cn/xgxz.html?companfileCate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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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稿启事 
Nanotechnology and Precision Engineering 征稿启事 

尊敬的专家： 

Nanotechnology and Precision Engineering 是纳米技术与精密工程领域专业性国际学术期刊，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会刊，天津大学和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共同主办，ScienceDirect 全文收录，全部 OA 出版。 

本刊主要刊登：系统设计与系统动力学、微纳加工及测量、MEMS/NEMS、微纳光学、微纳传感器、新功能材料、

精密机械及精密工程方面用英文撰写的具有创新性的科学研究论文、研究报告以及重要学术问题的讨论等，旨在反映

国内外该领域及相关领域的重要科学研究成果，促进学术交流和科学技术发展。 

主编：房丰洲教授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国际纳米制造学会（ISNM）的创始人和首任主席、国际生产工程院（CIRP）

理事 。长期从事超精密加工、复杂曲面加工、微纳加工、光学设计加工和测量的基础研究及应用开发，并先后当

选为 ISNM Fellow、CIRP Fellow、SME Fellow。 

副主编：Kai Cheng 教授 英国 Brunel University London 

执行主编：裘祖荣 教授 天津大学 

编委： 

Sung-Hoon Ahn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Aldo Attanasio（University of Brescia），陈明君（哈尔滨工业大学），

Denis Dowling（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Richard Fu（Northumbria University），管迎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Yong Huang（University of Florida），Dehong Huo （Newcastle University），居冰峰 （浙江大学），A Senthil Kumar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马岸英 (西安机电信息技术研究所) , Sangkee Min(University of Wiscon-

sin-Madison) ,Eoin O'Cearbhaill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 Michael P. Sealy(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 孙洪波

(清华大学)， Jining Sun（Heriot-Watt University），Shuhui Sun（INRS Université de Recherche），夏善红（中国科学

院电子学研究所），徐宗伟（天津大学），Bi Zhang（South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张效栋（天津

大学），赵亚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周再发（东南大学），朱利民（上海交通大学）        

投稿流程： 

1. 访问Nanotechnology and Precision Engineering投稿网址 https://mc03.manuscriptcentral.com/npe，注册并提交稿件； 

2. 初审时间为 5 天，不收审稿费； 

3. 初审通过后，审稿周期平均约为 30 天，可通知是否录用，不收审稿费； 

4. 正式出版周期约为 2 个月。 

联系方式： 

E-mail：nanope@tju.edu.cn 

联系电话：022-27892181（周一到周五 8:15—11:30AM；2:15—5:15PM）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欢迎访问本刊网站 http://nmjsyjmgc.tjujournals.com/。 

 

诚挚地欢迎各位专家学者提出宝贵建议，共同建设我国出版的国际同领域一流期刊。 

http://nmjsyjmgc.tjujourna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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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征订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网站广告刊例 

 

项目 规格 价格/三个月 价格/半年 价格/年 

最新消息 每条不超过 15 个汉字 3,000 元 5,000 元 无 

头横屏动画广告 Jpg 格式，分辨率 300dpi 5,000 元 9,000 元 16,000 元 

中部图标广告 Jpg 格式，分辨率 300dpi 3,000 元 5,000 元 9,000 元 

底部图标广告 Jpg 格式，分辨率 300dpi 1,500 元 2,500 元 4,500 元 

新闻中心链接 每条不超过 12 个汉字 
头条 3000 元、中间行 2000

元、底部 1000 元 

头条 5000 元、中

间行 3500 元、底

部 1500 元 

无 

 

注： 

1. 广告内容与图片需经学会秘书处办公室审核，违法违规、不符合行业范围内广告学会网站不予刊登。 

2. 最新消息和新闻中心，考虑新闻时效性不做年度广告。 

3. 团体会员单位赠送一个月首页底部图标广告。 

4. 其它时长的广告价格，请与学会另外商洽。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会讯》，主要是向会员介绍学会本年度得工作计划和活动情况，以及国内外微米纳米行业

新技术信息。所有《会讯》，会免费向会员人对人投递。每期投递 1 万份。 

《会讯》特将封二、封三和封底广告费用如下：封二：1000 元/期，1800 元/年； 

封三：800 元/期，1500 元/年；封底：1500 元/期，2500 元/年。 

 

联系人：李老师 

电  话：010-62772108/62796707 传  真：010-62796707 

Email：csmnt@mail.tsinghua.edu.cn 

网  址：www.csmnt.org.cn 

地  址：北京市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 3301 室 

邮  编：100084 

 

mailto:csmnt@mail.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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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技快讯》电子期刊征订单 

欢迎订阅《新科技快讯》: 

《新科技快讯》是由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主办的电子期刊。 

《新科技快讯》电子期刊为读者提供最新最快的科技热点讯息。 

《新科技快讯》电子期刊的主要栏目有：科技动态、会议信息、产业与政策、市场分析等。 

《新科技快讯》电子期刊每年出版12期，均免费为读者服务。 

《新科技快讯》电子期刊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清华大学精仪系3301 室(100084) 

 

 

《新科技快讯》电子期刊订阅单 

姓名  职务  

单位  

工作领域  

联系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传真  

Email  

 

联 系 人：李老师 

联系电话：010-62772108            传    真：010-62796707 

Email: csmnt@mail.tsinghua.edu.cn    网    址：www.csmnt.org.cn 

 

 

 

mailto:csmnt@mail.tsinghua.edu.cn
http://www.csmnt.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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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量拓科技有限公司简介 
 

北京量拓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量拓科技”）是中国唯一的专业椭偏仪器高科技企业，是国际高端椭偏仪器

的主要厂商之一。公司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和“海淀区创新企业”等资质，并通过

ISO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此外，公司也成为“北京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中关村光电产业协会”、“中

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会员单位。 

量拓科技成立于2008年4月，专业致力于椭偏测量仪器的方法研究、技术开发、产品制造和仪器销售，并提供椭偏

测试服务和椭偏测量整体解决方案。公司以“发展国际领先的椭偏测量技术，提供纳米薄膜检测整体解决方案”为企

业使命，希望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在国际椭偏测量领域树立来自中国的高端品牌ELLITOP形象。 

量拓科技以自主创新为主导，以发展椭偏测量技术为专业，已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在核心的椭偏测量技

术方面申请了多项国家专利；申请了软件著作权登记多项。公司的研发项目曾获得“北京市科技型中小企业促进专项

（创新基金）”资助，并获得“第五届北京发明创新大赛”金奖。公司初选入围 “2011年度光伏行业十大创新设备供

应商”。2013年公司荣获“光电产业年度贡献奖”。 

量拓科技针对科研、工业现场、教学等领域的不同需求，研发了包括光谱椭偏仪、激光椭偏仪、教学椭偏仪、偏

振态检测仪、波片检测仪等多个产品系列。公司椭偏仪已拥有包括晶澳太阳能、美国II-VI公司等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

企业、多个中小企业，以及中科院、航天科技、北京大学等科研单位。仪器已销往国际市场。 

量拓科技为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提供给了椭偏和偏振测试服务，每年为客户提供几百种样品的测试，对椭偏仪

在中国的应用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量拓科技已与中国计量院、国家纳米中心、苏州纳米所、中科院、北理工等多个科研单位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量拓科技积极推动椭偏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和应用，积极向国家标委会递交椭偏相关的标准建议书，并参与编写《光

电技术发展与应用研究报告》等公益研究报告。 

关于北京量拓科技有限公司（Ellitop Scientific Co.,Ltd）详细信息，可登陆网址：www.ellitop.com查询。 

 

 

 

 

 

http://www.ellito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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