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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快讯 
无序硅中结构转变和电子跃迁的起源 

Origins of Structural and Electronic Transitions in Disordered Silicon 
 

Deringer, V.L., et al., Nature 589, 59-64 (2021).  

 

结构上无序的材料有一些基本的问题，其中包括不同的无序相（“多晶型物”）如何共存，以及怎

么从一个相转变为另一个相。非晶硅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它在高压下形成更高配位的金属相。然而，

由于最先进的实验和计算技术的内在局限性(例如，通过模拟可以获得的系统尺寸)，对无序硅结构转变

的详细机理一直缺乏理解。研究人员展示了如何通过精确的量子力学计算训练的原子机器学习模型去描

述一个有 10 万个原子的系统的液体-非晶态和非晶-非晶转变过程，并进一步预测其结构、稳定性和电子

性质。该研究模拟过程揭示了非晶硅在增加外部压力下的三步转变序列。首先，发现多晶低密度、高密

度非晶区域共存，而不是顺序出现。然后，观察到一个结构坍塌成一个明显的高密度非晶(VHDA)相。最

后，仿真模拟表明了 VHDA 相的瞬态性质：它迅速使微晶核化，最终导致形成多晶结构。电子态密度的

机器学习模型证实了在 VHDA 形成和随后的结晶过程中金属性的开始。研究结果阐明了硅的液态和非

晶态，并且在更广泛的背景下，例证了机器学习驱动的预测性材料建模方法。 

 

图 1. 过冷液态硅的玻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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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生物活性的二元蛋白质 2D 材料的设计 

Design of Biologically Active Binary Protein 2D Materials 
 

Ben-Sasson., et al., Nature 589, 468-473 (2021). 

 

有序的二维阵列（例如 S-Layers）和设计的类似物引起了生物工程师的兴趣，但它们仅由一种蛋白

质组成。由两个成分组成的材料在调制装配动力学和合并更复杂的功能方面具有相当大的潜在优势。文

章中描述了一种计算方法，通过设计成对的二面体蛋白构建块之间的刚性界面来生成共组装二元层，并

使用它来设计 p6m 晶格。所设计的阵列组件在毫摩尔浓度下是可溶的，但当在纳米摩尔浓度下组合时，

它们可以快速组装成几乎与体外和细胞内计算设计模型相同的几乎是结晶的微米级阵列。由于该材料是

从头开始设计的，因此可以轻松地对组件进行功能化，并重新配置它们的对称性，从而能够形成具有可

区分表面的配体阵列，研究人员证明这可以驱动更广泛的受体聚集、下游蛋白质补充和信号传递。利用

支持双分子层的原子力显微镜和活细胞的定量显微镜，研究证明了在膜上组装的阵列具有与体外形成的

阵列相似的化学成分和结构，因此该材料可以对基本无序的底物（例如细胞膜）施加顺序。与之前描述

的细胞表面受体结合组件(如抗体和纳米笼)迅速被内吞不同，研究发现在细胞表面组装的大型阵列以一

种可调节的方式抑制内吞作用，这对于扩大受体参与和免疫逃避具有潜在的治疗意义。该研究工作为合

成细胞生物学奠定了基础：设计了多蛋白宏观尺度材料来调节细胞反应并重塑合成和生命系统。 

 

图 2. 体内组装的设计策略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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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子雪崩纳米粒子产生的巨大的非线性光学响应 

Giant Nonlinear Optical Responses from Photon-avalanching Nanoparticles 
 

Lee, C., et al., Nature 589, 230-235 (2021). 

 

雪崩现象利用陡峭的非线性动力学，从微小的扰动中产生不成比例的大响应，并且许多事件和材料

中都发现雪崩现象。光子雪崩使光学相位共轭成像、红外量子计数和高效上变频激光等技术成为可能。

然而，仅在块体材料和聚集体中观察并应用到光子雪崩机制，这限制了其效用和影响。本研究报道了单

纳米结构在室温下实现光子雪崩现象，并演示了它们在最大生物透明度的近红外光谱窗口的超分辨率成

像中的应用。雪崩纳米粒子(ANPs)可以被连续波激光器泵浦，并表现出光子雪崩的所有定义特征，包括

清晰的激发功率阈值、在阈值上异常长的上升时间以及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激发态吸收（比基态吸收大

10,000 倍）。超过雪崩阈值时，由于在每个纳米晶体中引起正光反馈，ANPs 的发射与泵浦强度的 26 次

幂成非线性比例关系。这使得可以仅使用简单的扫描共聚焦显微镜而不进行任何计算分析来实现具有小

于 70 纳米空间分辨率的光子雪崩单光束超分辨率成像的实验。将其陡峭的非线性与现有的超分辨率技

术和计算方法结合使用，ANPs 可以以更高的分辨率成像，并且激发强度比其他探针低约 100 倍。 ANPs

的低光子雪崩阈值和优异的光稳定性也表明了其在多种应用中的实用性，包括亚波长成像、光学和环境

传感。 

 

图 3. Tm3+掺杂纳米晶体中的 PA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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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稳定记忆的可重编程机械超材料 
A Reprogrammable Mechanical Metamaterial with Stable Memory 
 

Chen, T., et al., Nature 589, 386-390 (2021). 

 

超材料旨在通过其底层结构布局的几何排列来实现奇异的物理特性。传统的机械超材料通过晶胞优

化来实现目标泊松比或形状转换等功能，通常具有空间异质性。这些功能以一种无法更改的方式被编程

到超材料的布局中。尽管最近的努力已经产生了在制造后调整这些特性的方法，但它们还没有表现出类

似于数字设备的机械可重编程性，例如硬盘驱动器，其中每个单元都可以根据需要实时写入或读取。本

研究通过使用一种具有晶胞级稳定记忆的可平铺机械超材料的设计框架来克服这一挑战。该设计包括一

个由物理二进制元素组成的数组(m-bits)，类似于数字位，并清楚地描述了写入和读取阶段。 每个 m-bit

都可以使用磁驱动在双稳态壳的平衡之间移动，从而在两个稳定状态（充当记忆体）之间独立且可逆地

切换。在变形下，每一种状态都有明显不同的机械响应，该机械相响应是完全弹性的，并且可以可逆地

循环直到系统被重新编程。将一组二进制指令编码到平铺阵列上会产生明显不同的力学性能；具体来说，

可以使刚度和强度在一个数量级上变化。研究期望在这种设计范式中，机械性能的稳定记忆和按需可重

编程性将促进机械超材料的高级形式的发展。 

 

图 4. 单个 m-bit 的设计、编程和机械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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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可以实现微流控流聚焦液滴生成的自动化设计 

Machine Learning Enables Design Automation of Microfluidic Flow-focusing Droplet Generation 
 

Lashkaripour, A., et al., Nat Commun 12, 25 (2021).  

 

基于液滴的微流体设备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成为生命科学应用中现有筛选平台的廉价替代品，例

如酶的发现和早期癌症检测。但是，由于缺乏对液滴生成的预测性理解，因此基于液滴的平台工程是一

个重复且占用大量资源的过程。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基于 Web 的工具：DAFD，它可以预测性能并实现

流聚焦液滴生成器的设计自动化。利用机器学习算法预测液滴直径和速率，其平均绝对误差分别小于 10 

μm 和 20 Hz。此工具可在所需直径和速率的 4.2％和 11.5％之间提供用户指定的性能。研究证明，可以

扩展 DAFD 以使其支持别的流体组合，而无需广泛的机器学习知识或大规模数据集。该工具将减少对微

流体专业知识的需求和设计迭代次数，并促进微流体在生命科学中的应用。 

 

图 5. 开发的流聚焦液滴发生器自动化设计工具的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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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41 页                                               2021 年第二期 （总第 92 期）                                         2021 年 2 月 

6 

单极、电渗泵碳纳米管纱线肌肉 

Unipolar Stroke, Electroosmotic Pump Carbon Nanotube Yarn Muscles 
 

Chu, H., et al., Science 371(6528): 494. 

 

若能成功制造出响应更快、更有力、行程更大的人造肌肉，将会扩大其应用范围。电化学碳纳米管

纱线因具有相对较高的能量转换效率，引起了研究人员的特别关注。然而传统的电化学碳纳米管纱线肌

肉是双极性的，其尺寸不能在可用电势范围内单调性的变化，这限制了这类人造肌肉的驱动性能。文章

中介绍了一种单极性碳纳米管纱线肌肉，研究人员采用聚电解质（零点电位移动试剂）功能化方法，改

变纱线肌肉的零点电位，实现了单一离子嵌入、嵌出的“单极”效应，解决了“双极”效应反向离子的

嵌入、嵌出引起的性能降低问题，增加了有效的驱动行程，提高了驱动效率、工作能力和能量密度等性

能。此外，这种纱线肌肉随电压扫描速率的增加，驱动性能也会增加，解决了传统纱线肌肉驱动性能的

电容依赖性问题。 

 

图 6. “双极”、“单极”纱线肌肉特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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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长投射轴突的光控“活电极”，用于突触脑机接口 

Development of Optically Controlled “living electrodes” with Long-projecting Axon Tracts for a Syn-

aptic Brain-machine Interface 
 

Adewole, D. O., et al., Science Advances 7(4): eaay5347. 

 

对于植入式神经接口，功能/临床结果受到无机微电极特异性和稳定性的限制。微电子设备和大脑之

间的生物连接可以通过（i）与深度神经回路的自然突触整合，（ii）大脑表面的可访问性以及（iii）用于

定向、基于光读取/控制的光遗传学操纵来提高特异性和寿命。用于光学生物监测/大脑活动调节的可植

入微组织工程化神经网络（μTENN），包含有活体的皮层神经元和受软水凝胶圆柱体保护的轴突束。

这里，文章中将μTENN 开发为一种“活电极”，主要介绍了这些组织工程结构的体外制造、快速轴突

生长、可复制的细胞结构和对其进行光学刺激并进行记录。此外，研究者还展示了它们在大鼠皮层中的

移植、存活、整合和光学记录，以此作为这种神经接口概念的体内验证和范例。这些多功能、可光学控

制的活性电极的开发研究，是开发用于神经接口等新型光生物学工具的关键步骤。 

 

图 7. μTENN 的制造和活性电极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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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相敏 EUV 成像反射仪进行无损、高分辨率、化学特异性的 3D 纳米结构表征 

Nondestructive, High-resolution, Chemically Specific 3D Nanostructure Characterization Using Phase-
sensitive EUV Imaging Reflectometry 

 
Tanksalvala, M., et al., Science Advances 7(5): eabd9667. 

 

下一代纳米和量子设备具有越来越复杂的 3D 结构，且其性能通常取决于界面质量或精确的化学/掺

杂成分。文章中首次介绍了一种相敏型极紫外成像反射仪，其结合了相干高谐波源的相位稳定性、极紫

外反射的化学敏感性以及最先进的谱图成像算法。该台式显微镜可以无损探测表面形貌、层厚度、界面

质量以及掺杂剂浓度和轮廓。高保真成像的实现包括：采用变角度叠层进行成像，采用全变差正则化消

除重建图像中的噪声和伪影，采用高亮度、高强度和波前稳定性的高谐波源。最后，研究人员通过多尺

度、多模态成像验证了其测量结果，并证明与其他基于电子和扫描探针显微镜的技术相比，该技术具有

独特的优势。 

 

图 8. 实验概述和纳米结构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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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带宽偏振保持超表面 

Bandwidth-unlimited Polarization-maintaining Metasurfaces 

 
Song, Q., et al., Science Advances 7(5): eabe1112. 

 

光束的任意偏振态可以分解为两个正交振荡的线性叠加，每个振荡具有特定的电场振幅，而衍射光

学元件和折射光学元件的色散特性通常会在较小的波长范围内影响这些幅度响应，导致光的偏振特性恶

化。尽管最近有研究表明，宽带纳米光子界面的实现可以减轻频率色散，但将其用于任意偏振控制仍然

困难。研究人员提出采用通过超表面传输的圆偏振光束原始叠加的方法，来解决衍射场的宽带全偏振特

性。这种保偏超表面可用于复杂的宽带波前整形，包括光束偏转器和白光全息图。消除传统衍射元件的

色散和色散偏振响应，将使宽带偏振保持器件更广泛的应用于偏振成像、宽带偏振测量、增强/虚拟现实

成像和全彩色显示等。 

 

图 9. 使用相位梯度超表面的圆偏振光束线性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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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颊部大分子递送的微针平台 

A Microneedle Platform for Buccal Macromolecule Delivery 

 
Caffarel-Salvador, E., et al., Science Advances 7(4): eabe2620. 

 

生物制剂的给药方式通常是非肠胃途径，如肌肉注射。然而，注射除了对一些成人和儿童造成重大

心理压力外，还会造成永久性神经损伤、肌肉纤维化和血管损伤，对早产儿或小婴儿产生不良影响。因

此，需要替代的给药方式和方法。微针（MNs）的透皮给药已经有一些研究，但药物在混合物中的溶解

度限制了药物在 MNs 中含量。研究人员设计了一种可载有大量药物的 MNs 贴剂，并将其应用到颊部区

域来更好的递送大分子药物；研究人员成功地在 30 秒内将 1 毫克人胰岛素和人生长激素送到猪的颊腔；

此外，研究人员还在 100 名健康志愿者中进行了试验，以评估 MNs 在颊腔应用时可能带来的不适，并

确定硬腭是首选的应用部位。这种 MNs 贴剂敷在颊部表面可以提高药物的依从性，并促进生物制剂和

其他药物无痛输送到人体，特别是儿童和老年人。 

 

图 10. 颊 MNs 贴剂的概念和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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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生物表面无创分子检测的可穿戴等离激元超表面传感器 

Wearable Plasmonic-metasurface Sensor for Noninvasive and Universal Molecular Fingerprint Detec-
tion on Biointerfaces 
 

Wang, Y., et al., Science Advances 7(4): eabe4553. 

 

可穿戴传感技术是未来个性化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同时检测体内多种生物标志物并获得人

体的整体健康状况仍具有较大的挑战性。研究者提出了一种具有“通用”分子识别能力的可穿戴等离激

元电子传感器。由于研究人员解决了脆性纳米结构在各种形变下保持等离激元活性的技术难题，因此具

有表面增强拉曼散射(SERS)活性的柔性等离激元超表面可作为可穿戴传感器的基本传感元件。结合柔性

电子汗液提取系统，研究人员所设计的传感元件可以根据人体独特的 SERS 指纹光谱无创地分析汗液中

的目标物质。为了验证其有效性，研究人员成功地监测了体内微量药物的变化，并获得了个体的药物代

谢概况。文中所设计的传感器通过提供一种通用、灵敏的分子跟踪方法来评估人体健康，弥补了现有可

穿戴传感技术的空缺。 

 

图 11. 等离激元超材料集成的可穿戴 SERS 传感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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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物超级电容器的多油墨直接印刷 

Direct Coherent Multi-ink Printing of Fabric Supercapacitors 

 
Zhao, J., et al., Science Advances 7(3): eabd6978. 

 

具有短电荷载流子扩散路径的同轴纤维状超级电容器作为可穿戴电子设备的高性能能量存储设备

是非常理想的。然而，基于用于制造纤维状能量器件的多步骤制造工艺的传统方法在制造过程、可扩展

性和机械耐久性上仍然遇到持续的限制。研究人员通过设计同轴针的内部结构，调节多墨水的流变性能

和进给速度，采用多油墨直接 3D 打印技术，实现了一种一体式同轴光纤型非对称超级电容器(FASC)。

得益于紧凑的同轴结构，FASC 器件在高质量负载下提供了优越的面积能量/功率密度，以及出色的机械

稳定性。作为系统集成的概念展示，FASC 设备与机械单元和压力传感器集成在一起，分别实现高性能

的自供电机械设备和监控系统。 

 

图 12. 各种 FASC 器件制造过程及同轴针的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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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加工金刚石中获得大的均匀拉伸性 

Achieving Large Uniform Tensile Elasticity in Microfabricated Diamond 
 

Chaoqun Dang, et al., Science 371,76-78(2021). 

 

金刚石不仅是自然界中最坚硬的材料，而且还是具有超宽带隙，出色的载流子迁移率和导热性的电

子材料。研究者在室温下沿[100]，[101]和[111]方向对长度约 1 微米，宽度约 100 纳米的单晶金刚石桥结

构进行了微加工，并在单轴拉伸载荷下获得了范围内样品的均匀弹性应变。还展示了金刚石微桥阵列的

深弹性应变。超大且可控的弹性应变可以从根本上改变金刚石的体带结构，包括计算出的约 2 电子伏特

的带隙降低。该研究演示了深度弹性应变工程在光子学，电子学和量子信息技术中的巨大应用潜力。 

 

图 13. 微型单晶金刚石桥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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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中化学键的交叉 

Crossover from Hydrogen to Chemical Bonding 
 

Bogdan Dereka., et al., Science 371,160-164(2021). 

 

如果相互作用足够强，则氢键（H 键）可解释为经典的静电相互作用或共价化学键。然而，在性质

不同的键描述之间还存在一种短而强的 H 键，几乎没有实验方法来理解这种作用。本研究中[F-H-F]-离

子表示裸露的短 H 键，飞秒二维红外光谱显示了其在水中的独特振动势。它显示了质子运动的超谐波行

为，它与施主-受主的拉伸密切相关，并在氢键弯曲时消失。结合高水平的量子化学计算，研究者证明了

从常规氢键到短强氢键的光谱性质都有明显的交叉，这可以用来确定氢键的末端和化学键的起始位置。 

 

图 14. 氢键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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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富集和分离纳米颗粒的声流体离心机 

Acoustofluidic Centrifuge for Nanoparticle Enrichment and Separation 
 

Gu Y., et al., Science Advances, 2021, 7(1): eabc0467. 

 

针对液滴的研究已经进行了数十年，最近一种简化的模型受到了新的关注，该模型是从细胞核到恒

星黑洞的各种规模的物理现象提出的简化模型。研究者提出了一种声流离心技术，该技术利用了声波驱

动的纠缠和流体液滴的自旋来实现纳米颗粒的富集和分离。通过结合声流和液滴旋转，可以实现快速（<1

分钟）纳米粒子浓度富集和基于大小的分离，且具有足以识别和分离外泌体亚群的分辨率。对物理机制

在数值和实验上进行了表征，并且已经成功地证明了该方法处理生物样品（包括 DNA 片段和外来体亚

群）的能力。总之，这种声流体离心机克服了纳米级（<100 nm）生物粒子操作中的现有限制，对于生物

学，化学，工程，材料科学和医学领域的各种应用可能具有重要价值。 

 

图 15. 声流体离心机平台的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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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相干光谱显示铯铅卤化物钙钛矿纳米晶体中的三重态相干 

Multidimensional Coherent Spectroscopy Reveals Triplet State Coherences in Cesium Lead-halide 
Perovskite Nanocrystals 
 

Liu A., et al., Science Advances, 2021, 7(1): eabb3594. 

 

光电技术的进步需要具有新颖工程特性的材料。一类引起人们极大兴趣的材料是金属卤化物钙钛矿，

它促使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光伏效率的急剧提高。另外，最近的进展已经将钙钛矿纳米晶体（NC）应用于

发光器件中。最近发现，对于卤化铯铯钙钛矿型 NC，其独特的发光性能可能归因于精细的激子结构，

该结构由三个明亮的三重态与最小的近端深色单重态相互作用组成。为了研究这种精细结构而不分离单

个 NC，研究者在低温下使用多维相干光谱技术揭示了涉及 CsPbI3 NC 集成体三重态的相干性。测量三

重态和三重态间相干的尺度移相皮秒时间，由此可以推断出一个独特的激子精细结构能级排序。 

 

图 16. 基于 MDCS 的 CsPbI3 钙钛矿型 NC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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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制造非金属填料和液态镓的复合材料的通用方法 

A General Approach to Composites Containing Nonmetallic Fillers and Liquid Gallium 
 

Wang C., et al., Science Advances, 2021, 7(1): eabe3767. 

 

研究者报告了一种通过将镓（Ga）与氧化石墨烯（GO）、石墨、金刚石和碳化硅的非金属颗粒强力

混合来制造液态金属复合材料的通用方法。复合材料根据石墨烯体积分数不同显示出糊状或油灰状性质。

与 Ga 不同，腻子状混合物可以在任何表面上捏合和轧制而不会留下残留物。通过改变温度，这些材料

可以变硬或者变软，对于含 G-O 的复合材料，甚至可以变得多孔。含有还原的 G-O（rG-O）的镓腻子

（GalP）具有出色的电磁干扰屏蔽效果。基于金刚石填料的 GalP 具有出色的导热性和热传递性能，优

于市售液态金属基导热膏。复合材料也可以由 Ga 的共晶合金形成，包括 Ga-In（EGaIn），Ga-Sn（EGaSn）

和 Ga-In-Sn（EGaInSn 或 Galinstan）。本方法的多功能性允许在液态金属中加入各种填料，从而有可能

实现特定功能的材料。 

 

图 17. 氧化石墨烯填料与液态镓复合材料的合成与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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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治疗致命性癫痫的集成无线软植入式药物与可穿戴设备 

Soft Implantable Drug Delivery Device Integrated Wirelessly with Wearable Devices to Treat Fatal Sei-
zures 
 

Joo H., et al., Science Advances, 2021, 7(1): eabd4639. 

 

个性化的生物医学设备具有巨大的潜力，可以解决紧急医疗情况下的临床挑战。尽管有这种潜力，

但尚未开发出使用药物方法原位治疗致命性癫痫的装置。研究者提出了一种使用了软性可植入药物输送

装置（SID）用于神经医学紧急情况的新型治疗系统。SID 与可穿戴设备无线集成，用于监控脑电图信号

并通过无线电压感应触发，释放皮下药物。由于无线集成，可以将刚性组件（例如传感器，电池和电子

电路）从 SID 移到可穿戴设备上，从而实现 SID 的软性化和小型化。迅速治疗的功效通过体内动物实验

进行了证明，其中脑损伤减少，存活率提高。 

 

图 18. SID 与可穿戴设备无线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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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活动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关于第四届理事候选人推选截止日期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和个人： 

 

根据《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章程》，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以下简称“学会”）第三届理事会

于 2020 年任期届满。应于 2020 年 10 月份前召开学会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四届理事

会。2020 年 6 月 11 日，学会印发《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关于推选第四届理事会候选人的通知》（微

纳学会发〔2020〕5 号），开展学会第四届理事候选人推选工作。但受新冠疫情影响，学会为响应全国

防疫要求，无法线下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故于 7 月 21 日下发了《关于延长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四

届理事候选人推选期限的通知》（微纳学会发〔2020〕10 号）。 

经向上级单位请示，并经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七次会议讨论决定，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延期至

2021 年 9 月与学会第二十三届学术年会同期召开。根据换届工作时间表，第四届理事候选人推选截止日

期为 2021 年 3 月 26 日。请各相关单位继续开展推荐和自荐第四届理事候选人。 

以上事宜，特此公告。 

感谢相关单位及广大会员一直以来对学会工作的大力支持！推选通知及相关文件详见附件。 

联 系 人： 张倩倩、刘颖 

联系电话： 010-62796707、18811456626、15300022730 

邮    箱： zqq@csmnt.org.cn 

 

 

更多通知详情，请查看 http://www.csmnt.org.cn/news/1122.html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2020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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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关于开展科技成果评价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与会员： 

 

科技成果评价（原科技成果鉴定）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重要环节，是同行专家对科技成果的科学

性、创造性、先进性、可行性和应用前景等方面做出的客观评价结论，有利于技术成果快速获得行业的

认可，快速在市场推广转化和产业化，是在获取投资、融资、许可、转让、合作中对成果价值评判的重

要依据，是判断科研项目研发目标的完成情况、成果的创新性和效益的重要依据。 

自 2003 年来科技部相继发布了《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和《科学技术评价办法》，

并 2016 年科学技术部令第 17 号中正式废止《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办法》。根据规定，今后科技成果评价

工作委托第三方评价机构进行，各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不得再自行组织科技成果鉴定。 

学会作为科技类学术社团，为了更好地推广微米纳米技术及相应成果转化，学会决定开展科技成果

评价工作并发布《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科技成果评价办法（试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价范围和内容 

科技评价主要针对技术开发类应用技术成果、社会公益类应用技术成果、软科学研究成果等进行评

价。 

科技评价的主要内容： 

（一）技术创新程度、技术指标先进程度； 

（二）技术难度和复杂程度； 

（三）成果的重现性和成熟程度； 

（四）成果应用价值与效果； 

（五）取得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六）进一步推广的条件和前景； 

（七）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意见。 

二、评价时间 

评价单位需至少提前七天提出申请，由学会对评价具体时间进行安排。 

三、评价形式和程序 

科技评价可以采取会议评价、函审评价和视频会议评价三种形式，以会议评价为主。 

申请单位向学会提出科技评价申请，并填写《科学技术成果评价申请表》及相关资料。申请通过后，

申请单位向学会提交完整科技评价材料，学会组织专家进行材料审核和成果评价，根据评审专家意见，

出具科技评价报告。 

四、联系方式 

其他未尽事宜请按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 系 人：李老师 

联系方式：010-62772108  

邮    箱：csmnt@mail.tsinghua.edu.cn 

地    址：北京海淀区清华大学精仪系 4102B 

附件一：《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科技成果评价办法（试行）》 

附件二：科技成果评价申请表 

更多通知详情，请查看 http://www.csmnt.org.cn/news/11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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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微纳米技术与医疗健康创新大会（2021）暨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五届微米纳米技术应用创新大

会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及广大会员：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梦想插上了一对可实现的翅膀，公共卫生、智慧生活、健

康医疗，不但是科学技术的基础研究热点，更是大众的需求。作为交叉学科的微纳米技术在生物医学领

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微纳米技术与医疗健康的结合可以解决生物、医学、公共卫生等无法解决

的问题，具有很广泛的应用前景和意义。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将以“推动微纳米技术与医疗健康的融合发展”为主题，于 2021 年 5 月在

上海举办微纳米技术与医疗健康创新大会（2021）暨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五届微米纳米技术应用创

新大会。会议围绕：（1）微纳米机器人在医学上的应用 ；（2）微纳创新诊疗方法；（3）微纳生物医

学传感与检测技术；（4）纳米分子医学成像；（5）纳米生物材料；（6）微纳生物医疗器械设计与制造；

（7）创新纳米药物；（8）药物递送系统；（9）公共卫生与生物安全；（10）纳米肿瘤学等热门话题展

开交流，搭建微纳米技术与医疗健康应用发展和分享平台，助力医疗健康共同发展，创造美好生活。 

一、会议名称：微纳米技术与医疗健康创新大会（2021）暨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五届微米纳米

技术应用创新大会 

二、会议时间：2021 年 5 月 29-31 日  （28 日报到）    

三、会议地点：上海 

四、会议主题：推动微纳米技术与医疗健康的融合发展 

五、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承办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大会主席：尤政、赵宇亮                      大会副主席：王晓浩 

      执行主席：崔大祥、唐飞 

六、大会日程： 

    详见附件一，欢迎自荐或推荐分会场报告（最终解释权归微纳学会，如主题有调整以最后通知

为准）。 

七、注册缴费标准（报名回执详见附件二） 

八、会议摘要集 （要求：400 字以内，最低不少于 200 字；语言：中文）： 

1.纸质版摘要集：摘要集将在会议报到时一并发放，包含所有被会议录用的报告摘要，供大会交流。

摘要投稿截止日期为 2021 年 5 月 7 日。 

2.会议海报：为提高会议交流效果，鼓励大家进行海报交流，请自行制作海报电子版，并发送到海

报指定邮箱（E-MAIL: csmnt-cxyy@csmnt.org.cn）报名，由组委会统一制作并粘贴。海报提交截止日期

为 2021 年 5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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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注意事项： 

1.请填写报名回执，于 5 月 20 日前以 E-MAIL 或微信方式进行反馈至组委会。 

2.组委会将根据报名回执发放报到通知，告知会议地点、食宿及日程安排等具体事宜。 

3.欢迎推荐和自荐分会场报告，请提前与会务组接洽。 

十、组委会联系方式： 

姜老师（手机/微信）13718804218 

刘老师（手机/微信）15611666198 

郑老师（手机/微信）18613365368 

徐老师（手机/微信）13810604169 

于老师（手机/微信）13811583898 

E-MAIL: csmnt-cxyy@csmnt.org.cn                          

 

更多通知详情，请查看 http://www.csmnt.org.cn/news/1146.html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202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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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六届青年科学家论坛（南京）会议通知（第一轮）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以下简称“学会”）青年科学家论坛旨在为微米纳米青年学者搭建交流平

台，从而拓宽学术视野、启迪创新思维、促进成长成才。2020 年学会青年科学家论坛因疫情停办，鉴于

加强交流的需要 ，经学会研究决定，2021 年青年科学家论坛举办南京（四月）、重庆（七月）两场。

现就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六届青年科学家论坛（南京）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论坛时间、地点 

（一）时间：2021 年 4 月 24-25 日（24 日注册） 

（二）地点：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师范大学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 

承办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三、论坛内容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微纳米药物递送逐渐成为微纳米技术的基础研究热点。作为先进制造技

术的重要分支，微纳米药物递送技术在生物医学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微纳米药物递送技术与生物医

学的结合可以解决传统医学无法解决的问题,它是纳米科学、生物学、医学和机器人学等多学科的交叉产

物,从而显示出了其巨大的发展潜力。对于治疗癌症、心血管疾病等具有特别的临床意义。 

在《“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国家战略的推动下，微纳米药物递送技术受到国家高度重视。本

届论坛围绕“微纳米药物递送：新技术和新策略”的主题，将进一步总结我国微纳米药物递送领域的研

究成果，突破微纳米药物递送关键核心技术，探讨“十四五”期间的重点研究方向，为青年学者搭建学

术交流、思维碰撞的平台。论坛将面向国际科学前沿和国家重大技术需求，重点研讨我国微纳米药物递

送领域的研究现状、热点问题和面对的国际挑战。论坛具体研讨内容包括（但不限于）：（1）不同给药

途径障碍的应对策略；（2）微纳米智能药物递送体系的靶向策略：新方法和新技术；（3）微纳米主动

药物递送系统；（4）微纳米诊疗体系：新模式和新策略；（5）药物递送智能技术与设备。 

四、会务安排 

会议注册费为 1000 元/人（学会会员 9 折），住宿费和交通费用自理。为方便您开会即可领取发票，

鼓励提前注册交费（交费信息详见附件 1）； 

请于 2021 年 03 月 25 日前将参会回执（附件 1）返回至王琪 90718@njnu.edu.cn，邮件主题请注明

“单位+姓名+第六届青年科学家论坛（南京）参会回执”；如申请报告，请将报告回执（附件 2）一并

发送。 

五、联系方式 

（一）承办方联系人： 

万密密，15850573185，wanmimi@njnu.edu.cn  

王  琪，15651011632，90718@njnu.edu.cn 

毛  春，13675135728，maochun@njnu.edu.cn  

（二）主办方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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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菁，010-62772108，wangjing@csmnt.org.cn 

刘  颖，010-62796707，office4@csmnt.org.cn 

 

附件：1.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六届青年科学家论坛（南京）-参会回执 

2.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六届青年科学家论坛（南京）-报告回执 

 

诚挚地邀请您拨冗参会，为学科发展建言献策！ 

 

更多通知详情，请查看 http://www.csmnt.org.cn/news/1144.html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2021 年 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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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二十三届学术年会暨第十二届国际会议邀请函（第一轮）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学术年会暨国际会议”是由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以下简称“学会”）主

办的综合性、交叉性、高层次学术会议，自 1994 年开始举办，每年一届，已成为微米纳米领域极具影响

力的品牌性学术盛会。大会包括开幕式、主会场报告、分会场报告、教育培训、论文征稿、技术展览等

多样化交流方式，为国内外微纳米科技工作者搭建交流与共享的平台，推进我国微米纳米领域及相关领

域的技术交流、科研创新、成果转化的发展。 

受疫情影响，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二十三届学术年会暨第十二届国际会议（以下简称

“CSMNT2021”）将于 2021 年 9 月 24-27 日继续在哈尔滨市举办。本届大会由学会主办，哈尔滨工业

大学、黑龙江大学联合承办，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国家纳米技术与

工程研究院共同支持。会议以“芯系微纳•智创未来”为主题，围绕微纳传感器、智能微系统、高端芯片、

智能制造、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智能信息、新材料、生物医疗等重点领域及关键前沿领域的新技术、

新成果、新突破、新趋势，为微米纳米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契机，为微米纳米产业化进程探索新的机

制。CSMNT2021 同期将举办学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诚邀您相约美丽冰城，共同见证微米纳米界学

术盛会，携手开创微米纳米科研和应用事业的美好未来！ 

 

会 议 日 程 

日期 内容 

9 月 24 日 注册报到、展商布展、教育培训 

9 月 25 日 开幕式、会员代表大会、大会报告、同期展览、欢迎晚宴 

9 月 26 日 专题分会场、同期展览 

9 月 27 日 专题分会场、同期展览、代表离会 

参 会 流 程 

 

 

 

 

组 织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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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席团】 

名誉主席：尤  政     

主    席：蒋庄德  刘忠范  段文晖 

副 主 席：王晓浩  刘晓为 

执行主席：唐  飞  张宇峰  赵晓锋 

【顾问委员会】（按姓氏拼音排序） 

委   员：白春礼  包信和  陈  军  成会明  丁衡高  顾秉林  洪茂椿  侯建国  黄  如  江  雷      

委   员：解思深  金国藩  李亚栋  刘  明  刘维民  卢  柯  孙世刚  田中群  王立鼎  徐志磊   

委   员：薛其坤  姚建年  张  跃  赵东元  赵宇亮  郑泉水  邹志刚  周兆英 

【程序委员会】（按姓氏拼音排序） 

委   员：褚家如  邓中亮  丁建宁  郝一龙  黄庆安  黄文浩  金玉丰  金仲和  李  倩  刘  冲 

委   员：刘鸣华  刘  胜  马岸英  缪向水  欧  黎  邱介山  权海洋  石庚辰  石志宏  苏  伟 

委   员：孙立宁  王  琛  王跃林  王  政  温志渝  吴学忠  吴亚林  吴一辉  夏善红  熊继军 

委   员：许建中  杨  辉  杨克武  杨拥军  叶雄英  苑伟政  赵亚溥  赵玉龙  朱  健 

【组织委员会】（按姓氏拼音排序） 

委   员：常洪龙  陈  兢  陈华伟  褚金奎  方  群  高  杨  官建国  李  玲  李隆球  刘军山 

委   员：刘  俭  刘景全  钱林茂  宋玉军  唐智勇  田文超 王大志 王  玮  韦学勇  谢  晖 

委   员：杨  湛  张海峰  张其清  张大成  张德远  赵  新 

【大会秘书处】（按姓氏拼音排序） 

主办单位：李  娟  刘   颖  王  菁  张佳惠  张倩倩  

承办单位：张海峰  李  玲 

大 会 报 告 

大会将邀请 6-8 位国内外顶级专家作大会主旨报告。 

分会场交流 

（一）大会将开设多个分会场，邀请百余位知名专家作分会场邀请报告； 

（二）欢迎各位代表自荐或推荐分会场邀请报告，报告征集截至 2021 年 6 月 15 日； 

（三）分会场议题包括但不限于： 

■ 微纳传感器/执行器 ■ 微纳光子器件及制造 

■ 微纳机电系统 ■ 微纳米生物医药 

■ 微纳加工与集成技术 ■ 微纳米马达与微纳米智能机器人 

■ 微纳材料与器件 ■ 微纳表征与测量 

■ 微纳仿生制造 ■ 微纳米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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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纳能源技术 ■ 微纳操作机器人及其应用 

■ 微纳流控芯片系统与应用 ■ 微纳超表面 

■ 微纳米力学与表征技术  

论 文 征 集 

（一）大会诚征微米纳米及相关领域学术论文，征稿主题包含但不限于分会场相关议题。 

（二）会议征稿目的是加强会议学术交流，欢迎不需发表或已发表的优秀论文参会交流。 

（三）投稿论文推荐至期刊的条件：会议评审录用、注册参会、提交英文全文并交纳稿件审理费。 

（四）会议论文一经评审录用，每篇论文至少有一位作者注册参会，每位注册作者最多代表 1 篇  

论文。 

（五）会议录用全部论文摘要将收录在会议电子文集中。 

（六）重要日期： 

1. 请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前在年会官网（http://annual2021.csmnt.org.cn）在线提交论文 

.  摘要（中/英文均可），摘要模板可在年会官网“下载中心”下载； 

2. 摘要评审周期为 1 个月，论文摘要评审结果将于 2021 年 8 月初陆续公布； 

3. 会议录用的 Poster 作者，请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前网站上传电子版海报； 

4. 会议录用且需发表的论文，请于 2021 年 9 月 24 日前提交论文全文（英文）至 

csmnt@mail.tsinghua.edu.cn。 

（七）论文发表 

1. 会议录用且需发表的论文可推荐至 SCI/EI/核心等检索期刊上评审发表，合作期刊目录 

详见年会官网 “投稿须知”； 

2. 会议录用且需发表论文发表在哪一期刊，取决于不同期刊同行评议结果； 

3. 会议录用且需发表的，除会议注册费外，还需交纳稿件审理费（审稿费、稿件处理费、 

部分出版费用），稿件审理费建议与会议注册费同时办理。 

同 期 展 览 

（一）年会期间将同期举办微纳技术展览会、论文（Poster）海报展； 

（二）相关展览资料请在年会官网“同期展览”栏目下载。 

评 选 颁 奖 

（一）年会期间将组织优秀论文评选、优秀海报评选活动。 

（二）年会期间将颁发 2021 年度学会会士证书。 

注 册 交 费 

（一）会议注册费：包含会议费、会议用餐及茶歇、会议资料袋（程序册、电子论文集、胸牌、 

展览资料）、会议用品等项目。 

（二）稿件审理费：包括审稿费、稿件处理费、部分出版费用；稿件审理费为每篇 1500 元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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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或 400 美元（篇幅 6-8 页）；超过 8 页的超过部分每页稿件审理费为 500 元或 100 美元。 

（三）注册方式：网站注册（个人/团队）—报名参会—选择参会类别/支付方式—办理交费—注 

册成功。 

重要提醒：办理交费、开具电子发票时，请务必备注个人信息。 

联 系 方 式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秘书处办公室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 4102B 室，100084 

电话：010-62772108、62796707 

邮箱：csmnt@mail.tsinghua.edu.cn 

学会官网：www.csmnt.org.cn 

年会官网：annual2021.csmnt.org.cn 

承办方联系方式：张海峰 moonzhf@163.com 

 

更多通知详情，请查看 http://www.csmnt.org.cn/news/1147.html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202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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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会员风采》栏目内容征集 

 

《会员风采》栏目旨在进一步宣传和展示会员的科研进展和产业转化成果，推进微米纳米技术领域

的科技发展历程，促进会员之间开展交流与合作，为微米纳米技术行业发展及会员个人发展营造良好的

学术氛围。 

欢迎广大会员及相关单位踊跃进行投稿，投稿内容包含但不限于：在科技创新、技术拓展、党建文

化建设 、国际 交流 等方面 取得的 突出 成绩或 具有鲜 明特 色的行 业内容 。投 稿邮箱：

membership@csmnt.org.cn。 

投稿内容一经采用，将在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电子期刊等媒

体平台集中展示，针对部分成绩突出、特色鲜明的投稿内容，学会还将集中更多资源向社会广泛推介！ 

 

本次征集活动常年有效，详情如下： 

一、征集范围 

微米纳米及相关领域，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微纳米技术及智能制造、新材料领域最新科研进展，前沿技术； 

2. 微纳米技术行业最新动态； 

3. 相关企事业单位、团体会员单位新产品发布； 

4. 相关高端会议、高峰论坛、项目路演、产学研交流等信息； 

5. 地方人才引进、企事业单位招生、招聘信息； 

6. 高影响因子期刊发表论文信息、优秀会议报告分享； 

7.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相关技术园区介绍； 

8. 行业相关国内外政策解读等。 

二、展示平台 

1.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官方网站） 

2.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官方微博） 

3.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微信公众号） 

4.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月度电子期刊《新科技快讯》 

三、联系方式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秘书处办公室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 4102B 室 

联系人：王老师 

咨询电话：010-62772108、010-62796707 

投稿邮箱：membership@csmnt.org.cn 

mailto:membership@csmnt.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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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41 页                                               2021 年第二期 （总第 92 期）                                         2021 年 2 月 

30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个人会员入会邀请函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Chinese Society of Micro-Nano Technology，英文缩写为 CSMNT)于 2005 年

4 月 5 日正式成立，是国家一级学会。下设 5 个专业分会，9 个工作委员会，是中国科协团体会员单位，

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及先进材料学会联合体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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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扩大会员队伍，进一步增强学会在微米纳米领域的覆盖范围和能力，诚挚邀请您加入本会。如您

接受邀请，请您详细阅读本会章程和会员管理办法，并按照要求填写个人会员申请表发送至指定邮箱。 

 

联系人：张老师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精仪系 4102B 

电话：010-62796707 18811456626（微信同号） 

邮箱: membership@csmnt.org.cn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二○二一年一月   

 

附件 1：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章程 

附件 2：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会员管理办法（试行） 

附件 3：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会员招募手册 

附件 4：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个人会员申请表 

附件 4-1：纳米科学技术分会个人会员申请表 

附件 4-2：微纳米制造及装备分会个人会员申请表 

附件 4-3：微纳机器人分会个人会员申请表 

附件 4-4：微纳传感技术分会个人会员申请表 

附件 4-5：微纳执行器与微系统分会个人会员申请表 

 

更多通知详情，请查看 http://www.csmnt.org.cn/news/1134.html  

mailto:membership@csmnt.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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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取 2021 年会费的通知 

尊敬的会员： 

 

现在开始办理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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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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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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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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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银行汇款 

账 户 名 称：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纳税人识别号：511000005000199392 

 开  户 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清华园支行 

 账    号：11001079900053008597 

2. 微信或支付宝扫码支付 

         

汇款时，请务必备注“姓名+单位+会费”，会费发票为财政部印制的《全国性社会团体会费统一收

据》，如发票抬头有特殊要求，请申明。我们将在收到汇款后一周内为您开具电子发票。去年已缴纳过

会费的会员，如果还未收到会员证，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尽快为您补办。 

如对会员状态、缴费情况有问题，欢迎随时咨询。  

电话：010-62796707/010-62772108   Email: membership@csmnt.org.cn 

 

温馨提示：缴纳会费一定要索要学会开具的发票！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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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个人会员申请表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个人会员申请表 

 

编号：                                                     填表日期：2021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电子版 

 

 证件照片 

工作单位  所在部门  

职    称  单位职务  

身份证号码  政治面貌  

最高学历/学位  学术头衔(院士、长江学者、千人
计划、杰青、优青等） 

 

办公电话  办公传真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微信账号  研究方向  

通讯地址及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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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加入学会的途经：（非必填项） 

自行申请     参加过学会活动    老会员介绍      （选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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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填好表格后回传至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会员部邮箱：membership@csmnt.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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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单位会员申请表 

编号：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申请类别 
□团体会员单位 

□理事单位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成立时间  单位网站  

*仅申请理事 

单位类别填写 
会员单位 □是  □否 

如是，请填 

写入会时间  

单位类别 

高等院校（法人单位）        高等院校所属院系（非法人单位） 

科研机构（法人单位）        科研机构所属部门（非法人单位） 

国有（控股）企业            外资或合资企业 

私营（民营）企业            社会团体 

其他                    

*仅企业单位 

填写 

注册资本  资质等级  

经营范围  

员工人数  科研人数  

单位主要 

负责人 

姓名 性别 职称 职务 电话 手机 Email 

       

       

       

工作主要 

联络人情况 

我单位委托          为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单位会员工作主要联络

人，基本情况如下。如联络人有变动，我们将及时告知。 

姓  名  性别  所在部门  

职务/职称  电话  手  机  

传  真  Email  

加入其他 

社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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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简介及在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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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1000字） 

 

 

 

愿参加学会 

哪方面的活动 

 

 

 

对学会发展 

意见和建议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单位会员入会申请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我单位希望加入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单位会员。 

我们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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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自愿结成并依法登

记的社会单位法人，是全国性的非营利性学术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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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组成部分。 

成为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单位会员后，我们将认真履行会员义务： 

（一）依规定按时交纳会费。  

（二）遵守学会章程，维护学会合法权益，自觉维护学会形象，执行学会理事会的决议，接受

学会委托的有关工作。  

（三）参与和支持学会开展学术交流、科技评价、决策咨询、人才举荐、成果推广等有关活动。  

（四）在本单位内积极宣传学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及时向学会提供本单位科研进展和科技创新

的有关信息。  

申请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请填好表格后回传至学会会员部邮箱：membership@csmnt.org.cn  联系电话：010-62796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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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员天地 
深孔测量解决方案—— 

微细孔 3D 形状测定机 FP3030 

株式会社小坂研究所 

中国区总代：质朋仪器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在精密测量领域，有一项特殊的测量任务，无论对接

触式探针测量还是非接触式光学测量都是极大的挑战—

—“深孔”测量。面对极小宽深比的深孔，接触式测量往

往会因为测针直径过粗或者针尖角度过大的限制，无法深

入测量，或不能测量侧壁粗糙度；非接触式光学测量则会

因为光的干涉、无法对焦、无法收回足够的光量与数据点

等原因而检测失败。基于特点的相似性，沟槽的测量也面

临此困境。与此同时，带有深孔和沟槽的工件和产品分布

广泛，是半导体、汽车等行业生产中难以避开的环节，具

有相当大的潜在需求。针对这一测量难题，株式会社小坂

研究所和日本大学、研究院紧密合作，成功研发了微细孔

3D 形状测定机 FP3030，现已正式投入生产并面向市场。 

 
FP3030 使用高弹性光纤维测针，结合激光、三棱镜与

光电二极管共同构成传感测量装置。未测量状态下，光电

二极管受光量均一；测量状态下，测针进入深孔，以圆周

型轨迹接触深孔侧壁采集数据，由于测针位置的变化，光

电二极管受光量发生变化，FP3030 由此测量出深孔内部

的表面形貌。 

 
藉由质轻且纤细的高弹性光纤维测针，FP3030 能以

微小的测定力测量直径最小 10um，最大 300um 的深孔内

部形状，垂直分辨率达到 10nm。具体测量应用包括：①

深孔的内径、外径、深度；②沟槽的内宽、外宽、深度、

侧壁形状。同时，FP3030 测量软件具有真圆度、圆柱度、

直径、台阶、槽宽、直角度、粗糙度多种参数解析功能。 

针对孔径为 80um 的微细深孔，FP3030 测量其内径

的重复精度在 20nm 以下： 

 
孔径 10um，孔间距为 20um，深度为 0-140um 的微

细深孔测量实例： 

 
以下是 FP3030 微孔形状测量的部分实际应用举例：

（一）半导体封装 TSV（Through Silicon Via，硅通孔技术）

的侧壁粗糙度测量，孔径为 10um，深度为 100-500um；

（二）汽车燃料喷嘴口形状测量，孔径 10-100um；（三）

打印机油墨喷嘴口内部形状测量，孔径为数十微米；（四）

纺织机械线嘴内部形状测量，孔径 10-100um。 

 
FP3030 是日本精密测量仪器行业产、学、研三方面紧

密合作的研究成果，为微细深孔测量带来了可靠而高效的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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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MF 摩方 

 
BMF 摩方公司于 2016 年 05 月 03 日在深圳成立，专

注于超高精密微纳 3D 打印领域，是全球微尺度 3D 打印

技术及精密加工能力解决方案提供商。秉承将 3D 打印转

变为真正的精密快速成型及直接生产制造的理念，其产品

nanoArch 系列和 microArch 系列 3D 打印系统为精密增材

制造量身定做。 

 

 
S130                      S140 

摩方拥有全球领先的超高打印精度（2μm/10μm/25

μm），高精密的加工公差控制能力（±10μm/ ±25μm/

±50μm），配置韧性树脂、硬性树脂、耐高温树脂、生

物树脂等打印材料，使得其 3D 打印系统可直接成型精密

塑料结构件和功能器件，无需再经过抛光、打磨、喷涂等

后处理工艺。摩方 3D 打印系统可为客户提供免模具的超

高精度快速打样验证，小批量的精密塑料零件加工。 

摩方 3D 打印设备采用面投影微立体光刻（PμSL: 

Projection Micro Stereolithography）技术，是目前行业极少

能实现超高打印精度、高公差加工能力的 3D 打印系统。

PμSL 技术使用高精度紫外光刻投影系统，将需打印模型

分层投影至树脂液面，快速微立体成型，从数字模型直接

加工三维复杂工业样件。该技术具有成型效率高、加工成

本低等突出优势，被认为是目前最具有前景的微尺度加工

技术之一。 

  
微流控 

       
内窥镜 

 
微针 

  
陶瓷打印 

 

作为超高精密微尺度 3D 打印的先行者和领导者，在

三维复杂结构微加工领域，摩方团队拥有超过二十年的科

研及工程实践经验。 

目前，摩方的产品主要应用在科研领域、精密零部件

领域、医疗领域和消费电子领域。在科研领域，摩方自主

研发的 3D 打印系统已被美国 Hughes Research Laborato-

ries 、麻省理工、美国强生公司 3D 打印中心、新加坡南

洋理工、英国诺丁汉、德国德累斯顿工大、清华、北大、

浙江大学、北航、西交大、华中科大、港中文、港城大、

阿联酋哈里发大学，丹麦科技大学、德国于利希研究中心

等众多全球顶级高校和科研机构使用。 

2020 年 9 月，摩方精密面向全球市场发布第二代超

高精密微立体光刻 3D 打印系统 microArch™ S240，拥有

更大成型尺寸、更快打印速度、更多功能性材料，获得市

场的一致好评与肯定。截至 12 月初，该款新机已收获多

个全球订单。 

 
S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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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创刊，季刊。 

本刊主要刊登：  微纳传感器/执行器；微纳加工制造；微纳机电系统；微纳流体；微纳光学；微纳生物医药

技术；微纳米性能表征与计量测试；柔性电子器件；新功能材料与微纳技术的交叉研究；精密仪器；精密工程；NPE 行

业前沿展望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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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核心期刊，Scopus、DOAJ、Inspec 等国际数据库收录。 

 

主  编：段学欣 教授 

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博士生导师，精密测试技术及仪器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天津市 MEMs 国

际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微纳分会理事，国际超声驻波委员会(USWNet)委员，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首席科学家，基金委重大研究计划项目负责人。2017 年获批天津市杰出青年基金。2018 入选世界经济论坛（达

沃斯论坛）青年科学家榜单。现任 Cell Press: Heliyon 副主编。 

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微纳尺度的测量与控制，生物微纳机电系统，生物传感器、执行器，气体传感器，声流体技

术，微流控芯片等。 

副主编：Kai Cheng   教授 英国 Brunel University London 

        Weihua Guan 副教授 美国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执行主编：裘祖荣 教授 天津大学 

编  委： 

Sung-Hoon Ahn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Korea），Aldo Attanasio（University of Brescia, Italy），常凌乾（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陈健（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陈明君（哈尔滨工业大学），Fengzhou Fang（天津大学;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Ireland），César Fernández-Sánchez（National Center of Microelectronics, Spanish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IMB-CNM-CSIC), Spain），Richard Fu（Northumbria University, UK），管迎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Yong 

Huang（University of Florida, USA），Dehong Huo （Newcastle University, UK），Atanas Ivanov（Brunel University 

London, UK），居冰峰 （浙江大学），A Senthil Kumar（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李隆球（哈

尔滨工业大学），刘明（福州大学），马岸英（西安机电信息技术研究所），Sangkee Mi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USA），Eoin O'Cearbhaill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Ireland），Myoung-Hwan Park（Sahmyook University, 

Korea），Tian Qiu（University of Stuttgart, Germany），Mark A Reed（Yale University, USA），Michael P. Sealy（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 USA），孙洪波（清华大学）孙吉宁（大连理工大学），Shuhui Sun（INRS Université de Recherche, 

Canada），王文会（清华大学），夏善红（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谢彦博（西北工业大学），徐宗伟（天津

大学），薛建明（北京大学），杨轶（清华大学），张璧（南方科技大学），张孟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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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至少两位审稿人评审，双盲审，审稿周期平均约为 25 天，可通知是否录用，不收审稿费；  

4. 正式出版周期约为 3 个月。 

联系方式： 

E-mail：nanope@tju.edu.cn 

联系电话：022-27892181 

微信公众号：纳米技术与精密工程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欢迎访问本刊网站 

http://www.keaipublishing.com/en/journals/nanotechnology-and-precision-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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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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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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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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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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2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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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