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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快讯 
用预测和回溯测量实现千亿个原子的自旋压缩 

Spin Squeezing of 1011 Atoms by Prediction and Retrodiction Measurements 
 

Bao, H., et al., Nature 581, 159–163(2020). 
 

测量是科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追求测量的精密性是经久不衰的研究主题。作为测量的理

想系统，原子体系虽已可达较高精密度，但仍受制于原子自旋的量子涨落，测量灵敏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使用 N 个未关联粒子的量子探针的测量灵敏度受限于标准量子极限，但利用量子纠缠态可克服此障碍。

本研究报告一种基于测量的量子态生成，其超过了标准量子极限，可用来探测宏观蒸汽室中包含的千亿

个铷原子的集体自旋。通过频闪式量子非破坏(QND)序列制备并验证了这一量子态。实现了迄今含原子

数最多的原子自旋压缩以及突破标准量子极限的高灵敏度原子磁力计。该结果属于量子测量的基础理论

研究，有望应用于量子计量学、量子态参数估计等领域。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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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金字塔超疏水界面 

Design of Robust Superhydrophobic Surfaces  

 
Wang, D., et al., Nature 582, 55–59 (2020). 

超疏水材料界面上的自清洁、干燥、避免生物污染作用在生物科技、药物、传热等领域中有重要应

用前景，在超疏水界面上的水滴需要保持较大的接触角(＞150°)，较低的滚落角(＜10°)这种超疏水表

面能通过降低表面能、降低材料界面上纳米级别的粗糙度得到，进而抑制液体和固体界面之间的接触。

但是，在界面上仅仅有较小的部分和液体接触，并因此导致该部分产生较大的压力和机械力负载，导致

超疏水界面容易发生破碎且极易磨损。此外，通过磨损，疏水界面会转变为亲水界面，并且发生“水滴

钉扎”现象。文中展示了通过构建高低不平的纳米界面，并负载超疏水氟化硅烷材料，实现了非常好的

超疏水界面，这种微结构能够保护超疏水界面作用免于因磨损而损坏，起到了一种保护性的“铠甲”作

用。即使刀片对负载超疏水层材料进行磨损实验，这种材料界面展示了较好的抗压性和抗剪切力。在金

字塔受到部分磨损后，仍然保持了非常好的防水作用。通过这种方法在太阳能电池上构建了自清洁的防

水层，实验中能够保持太阳能电池的效率，同时免于传统的清洁电池表面需要的人力和物力。作者认为

这种具有纳米结构的超疏水界面在生活中有大量的应用场景。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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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半球形钙钛矿纳米线阵列视网膜的仿生眼 

A Biomimetic Eye with a Hemispherical Perovskite Nanowire Array Retina  

 

Gu, L., et al., Nature 581, 278–282 (2020). 

 

人眼具有出色的图像感应特性，例如视野极广，分辨率高，像差低且灵敏度高。具有这种特征的仿

生眼睛是非常需要的，尤其是在机器人技术和视觉假体中。但是，生物眼睛的球形和视网膜构成了仿生

设备的巨大制造挑战。文中提出了一种具有半球形视网膜的电化学眼，该眼球由高密度的纳米线阵列构

成，可模仿人类视网膜上的感光器。该器件设计与人眼具有高度的结构相似性，当对单个纳米线进行电

寻址时，具有实现高成像分辨率的潜力。此外，通过重构投影到设备上的光学图案来演示仿生设备的图

像感应功能。这项工作可能会导致仿生光敏器件在各种技术应用中得到使用。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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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孤子微梳进行大规模平行相干激光测距 

Massively Parallel Coherent Laser Ranging Using a Soliton Microcomb  

 
Riemensberger, J., et al., Nature 581, 164–170 (2020).  

 

相干激光雷达（LiDAR）是一种利用激光探测物体距离和移动速度的精密技术，使用激光照亮物体，

再通过测量反射脉冲来计算物体的距离和速度。FMCW 激光雷达使用光频梳技术将距离映射到频率，并

同时测量反射激光的多普勒频移，类似于声纳或雷达，相干检测可防止阳光和其他激光雷达系统的干扰。

然而，相干测距具有较低的采集速度，并且需要精确梳齿频率和高度相干的激光源，与使用单个激光器

阵列的现代飞行时间测距系统相比，它阻碍了激光雷达系统的广泛使用并阻碍了平行多信道的发展。文

中使用超低损耗、基于光学芯片集成的孤子微梳，展示了大规模平行相干激光雷达体系。将单个调频连

续波泵浦激光耦合入超低损耗的氮化硅微腔中并产生孤子光频率梳。由于孤子频率梳的产生机制，泵浦

激光的频率调谐同步转移至所有频率梳的梳齿，从而实现多信道的平行相干激光雷达阵列。由于每个梳

齿都继承了泵浦激光所加载的线性啁啾，这相当于利用孤子微梳同时实现近 30 个独立的相干激光雷达

信道，每个信道都能够同时测量待测物体的距离和速度信息。已实现每秒 3 兆像素的等效果速度实现平

行距离和速度测量，该方法还有望将采样速率提高到每秒 150 兆像素以上，图像更新速率增加两个数量

级。该方法为实现紧凑型大规模平行的超高帧频率相干激光雷达系统提供新技术手段。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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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可拉伸的金属氧化物纳米纤维网用于可穿戴电子设备 

Flexible and Stretchable Metal Oxide Nanofiber Networks for Multimodal and Monolithically Integrated 
Wearable Electronics.  

 
Wang, B., et al., Nat Commun 11, 2405(2020). 

 

对于许多电子纺织/电子皮肤光电应用而言，实现基于纤维的轻量和柔性可拉伸功能的电子设备是大

众所趋，但这些可穿戴设备需要低成本的制造，高可靠性，多功能性和长期稳定性。文中通过旋转纺丝

技术制备具有代表性的 3D-无机纳米纤维网络(FN)薄膜，包括半导体铟镓锌氧化物(IGZO)和氧化铜，以

及传导铟锡氧化物和铜金属。具体而言，基于 IGZO FN 的薄膜晶体管在一千次弯曲后表现出的循环性

能下降可忽略不计，并且具有出色的室温气体感应性能。由于其极好的可拉伸性，这些金属氧化物 FN

可以层压/嵌入在弹性体上/之中，从而生产出多功能的单感电阻器以及完全单片集成的电子皮肤设备，

可以检测和区分多种刺激，包括分析物，光，应变，压力，温度，湿度，身体运动和呼吸功能。所有这

些基于 FN 的设备都具有出色的灵敏度，响应时间和检测极限，使其成为多功能可穿戴电子设备的有希

望的候选者。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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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共 38 页                                                2020 年第五期 （总第 84 期）                                         2020 年 06 月 

 

 

 

 

合金负极纳米晶体的自发可逆空心化，助力稳定的电池循环 

Spontaneous and Reversible Hollowing of Alloy Anode Nanocrystals for Stable Battery Cycling 

 
Boebinger, M.G., et al., Nature Nanotechnology, (2020). 

 

由于锂嵌入和脱出过程中大的体积变化，锂离子电池大容量合金负极材料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可循环

性的限制。空心和蛋黄壳纳米结构通过提供一个内部空间来适应体积的变化和一个机械/尺寸上稳定的外

表面，可用来增加循环稳定性。然而，这些材料需要复杂的合成过程。文中通过原位透射电子显微镜(TEM)，

显示了足够小的锑纳米晶体可以在脱锂时自发形成均匀的空隙，然后在循环过程中可逆地填充和排出空

隙。研究发现，此行为是由弹性天然氧化物层引起的，该氧化物层在锂化过程中允许初始膨胀，但由于

锑在脱锂过程中形成空隙而在能够机械上防止收缩。开发了一种化学机械模型来解释这些观察结果，证

明了这种行为与尺寸有关。因此，正如在半电池配置中通过电化学实验所显示的那样，锑自然演化为合

金阳极形成最佳的纳米结构，其中 15nm 锑纳米晶体始终比较大的纳米颗粒具有更高的库仑效率。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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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磁共振调谐增强减影成像在无创定量生物成像中的应用 

Two-way Magnetic Resonance Tuning and Enhanced Subtraction Imaging for Non-invasive and Quan-
titative Biological Imaging  
 

Wang, Z., et al., Nat Nanotechnol, (2020). 

 

与基于荧光能量共振转移成像技术相比，依赖于距离调控的磁共振调谐技术（MRET），因其深度组

织穿透性强并可提供丰富的解剖学和功能学信息，在活体的检测和成像研究中表现出更大的优势。然而，

目前已发展出的基于 T1 的单向磁共振调谐探针对磁共振成像的增强较弱且稳定性欠佳。因此，发展出

具有高性能的，高稳定性的磁共振调谐探针，并提高对超微小癌症病灶的诊断敏感度、特异性以及进行

影像学分子诊断，成为当前癌症诊断的研究热点之一。文中报告了一种新的双向磁共振调谐(TMRET)纳

米探针，它具有可双重激活的 T1 和 T2 磁共振信号，并与双对比度增强减影成像相结合。该集成平台以

最小的背景信号实现了显着改善的对比度增强，可用于在患者来源的异种移植模型中定量成像肿瘤中的

分子靶标并灵敏地检测非常小的颅内脑肿瘤。TMRET 提供的高肿瘤与正常组织比率与双对比度增强减

影成像相结合，为分子诊断和图像引导生物医学应用提供了新的机会。 

 

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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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机器学习设计高性能的气体分离聚合物膜 

Designing Exceptional Gas-separation Polymer Membranes Using Machine Learning  

 
Barnett J W, et al., Science Advances, 2020, 6(20):eaaz4301. 

 

设计聚合物膜主要基于经验观察，这限制了分离特定气体的新材料的发现。基于路径的拓扑哈希方

法，研究者使用重复聚合物单元训练了一种机器学习（ML）算法，而非依赖全面的实验研究。研究者使

用了已测量的约 700 种聚合物结构中六种不同气体的实验气体渗透率数据，以预测超过 11,000 种均未经

过上述性质测试的均聚物的气体分离行为。为了测试算法的准确性，研究者合成了使用这种方法预测出

的两种最有前景的聚合物膜，发现它们的性能超过了现有 CO2 / CH4 分离效率的上限。这种 ML 技术是

使用相对较小的实验数据（没有模拟数据）进行训练的，代表了一种新的聚合物膜设计手段。 

 

图 8. 高性能聚合物膜的辅助设计 

 

用于设计新聚合物的大型合成工具箱通过将聚合物转换为二进制“指纹”进行仿真，并将该指纹输

入到 ML 算法中。使用文献数据库中随机的聚合物子组对模型进行训练，然后针对其余聚合物进行测试。

然后将该模型应用于大量文献数据，以发现高性能聚合物，从而有助于推动机器辅助设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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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难熔金属量子阱的纳米级光脉冲限制器 

Nanoscale Optical Pulse Limiter Enabled by Refractory Metallic Quantum Wells 

 
Qian H, et al., Science Advances, 2020, 6(20):eaay3456.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高强度、超短脉冲激光器得到了飞速发展，从而使实验室中的非线性光学、等

离子物理学和量子科学与技术研究比以往更深入。随着其使用的增加，光学检测系统意外损坏的风险也

相应增加。因此，已经提出了各种光学限制机构和设备。但是，受天然材料具有的弱光学非线性的限制，

最新的光学限制器依赖处于传输模式的大量液体或固体介质。这些设计使器件小型化变得复杂，但保持

了出色的集成性和可控性。研究者展示了一种使用 Al2O3 / TiN / Al2O3 金属量子阱（MQW）制成的基

于纳米级耐火膜的反射模式脉冲限制器（小于 100 nm），该膜由于量子尺寸效应而提供了大而超快的 Kerr

型光学非线性性质。这些功能多层可能在纳米光子学，非线性光学和超光学中有重要的应用。 

 

图 9. 传统批量传输模式与提出的纳米级反射模式脉冲限制器的比较 

（A 和 B）基于 Kerr 诱导的自散焦（A）和 Kerr 型非线性吸收（B）的常规光学限制配置。前者是通过在焦平面

后面插入大量 Kerr 介质，从而仅允许一部分光束通过预定的孔径来加速高强度入射高斯光束的发散来实现的。 后者

是通过将大量 Kerr 介质放在焦平面之前以吸收入射光束的高强度部分实现的。（C）最近出现的反射式光学限制器。

（D）纳米级反射光学限制器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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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分子谱多参数分析的外泌体模板纳米等离子体 

Exosome-templated Nanoplasmonics for Multiparametric Molecular Profiling 

 
Wu X, et al., Science Advances, 2020, 6(19). 

 

外泌体是具有生物物理和生物分子特征的纳米级囊泡。但是，当前的分析方法仍然是单变量的。通

过对同一囊泡同时进行生物物理和生物分子评估，研究者开发了直接在临床生物流体中进行，专用于外

泌体多参数分析的平台。该技术利用金纳米壳在囊泡上的原位生长来实现多重选择，该技术也被称为外

泌体的模板化等离激元。对于生物物理选择性，将纳米壳作为模板并进行调整以分辨外泌体尺度。对于

生物分子选择性，仅当纳米探针与靶标结合在同一囊泡上时，纳米壳等离子体激元才会局部淬灭。因此，

该技术实现了对多种外泌体生物标志物（例如蛋白质和微 RNA）的多重分析，但对非囊泡生物标志物则

无反应。当与基于智能手机的微流体传感器共同使用时，该平台可以实现快速、灵敏且免洗的分析。它

不仅区分了天然临床样品中生物标志物的组织状态，而且还表明基于外泌体亚群可以更准确地表明患者

的预后差异。 

 

图 10. 溶液相中 Pt 纳米晶体的原子分辨率 3D 结构鉴定 

(A）TPEX 平台的示意图。（B）TPEX 产品的透射电子显微照片。 在存在游离蛋白质的情况下，AuNP 保持良好

分散，并在用金离子盐处理后显示出有小颗粒生长。 当与外泌体一起孵育时，AuNP 结合到囊泡外围（左）并在生长

后（右）发展成大的球形颗粒。（C 和 D）微流体设备和基于智能手机的光学探测器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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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流体网络中的自发振荡和负电导跃迁 

Spontaneous Oscillations and Negative-conductance Transitions in Microfluidic Networks 

 

Daniel J, et al., Science Advances, 2020, 368(6486):60-67. 

 

微流体系统中的流体线性流动的趋势，对设计集成的流体控制方案以实现复杂的流体处理任务提出

了挑战。这种障碍促使人们使用大量外部控制设备来操纵流体，从而限制了微流控技术的潜在可扩展性

和便携性。研究者设计了一种基于非线性流动动力学的微流体网络，从而为片上流动控制提供了新的机

制。该网络可实现振荡输出模式，双稳态流动状态，磁滞，信号放大和负电导转换等操作，且都不依赖

于专用的外部控制硬件、可移动部件、柔性组件或振荡输入等。动力来自层流中的非线性流体惯性效应，

研究者通过网络几何设计来放大和利用这些效应。这些结果得到了理论和仿真的支持，有可能促进新的

内置控制功能的开发，例如片上时序模式和同步流模式。 

 

图 11. 微流体网络结构 

（A）网络的电路图，其中的标签表示压力（Pi），通道电阻（Ri）和流速（Qi）。（B 和 C）弯道（B）和载满障

碍物（C）的通道的几何结构。（D）（A）中电路的网络拓扑，其中每个通道段的长度用 Li 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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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工程种群动力学实现遗传电路与微电子学的接口 

Interfacing Gene Circuits with Microelectronics through Engineered Population Dynamics 

 
M. Omar Din, et al., Science Advances, 2020. 6(21): aaz8344. 

 

虽然将细菌行为与电极连接在一起已经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但一项促进合成生物学进步的

有吸引力的观察结果是，细菌菌落的生长可以通过阻抗随时间的变化来确定。在这里，我们通过工程种

群动力学来调节带电代谢物的积累，将合成生物学与微电子学结合起来。我们演示了通过种群控制电路

检测细菌对重金属的反应。然后我们将此方法应用于同步基因振荡器，从工程菌那里获得振荡阻抗曲线。

最后，我们将电极阵列小型化以形成“细菌集成电路”，并证明其作为遗传电路接口的适用性。这种方法

为合成生物学、分析化学和微电子技术的新进展铺平了道路。 

 

图 12. 遗传电路与电测量的接口 

（A）用带有杀死基因的细菌培养作为电路输出，并与惰性金电极接触的方法示意图。培养物的阻抗在生长过程

中降低（左），在细菌死亡诱导时增加（右）。（B）在电化稳压器装置中使用 IPTG 可诱导溶解结构（pE35GFP）的导

纳（红色）剖面，即阻抗的倒数。粉红色阴影区代表在培养基中用 1mM IPTG 诱导裂解。（C）我们采用交流输入电

压策略的等效电路示意图。细菌种群被简化为由遗传电路控制的电阻器。（D）显示工程菌与电子学之间连接的微电子

平台的示意图。几个腔室可以包含独特的基因电路，通过电极连接到阻抗输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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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遗传可编程功能的适形自组装淀粉样蛋白涂层 

Conformable Self-assembling Amyloid Protein Coatings with Genetically Programmable Functionality 
 

Yingfeng Li, et al., Science Advances, 2020, 6(21): eaba1425. 
 

功能涂层材料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技术应用。尽管最近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很少有涂层材料在保

持遗传编码功能的能力的同时，能够同时实现鲁棒性和基材独立性。在这里，我们报道了受大肠杆菌生

物膜激发的蛋白质纳米纤维涂层，它同时表现出基底独立性、耐有机溶剂性和可编程功能。CsgA 淀粉样

蛋白固有的表面粘附，以及一种基于溶液的良性制备方法，有助于在几乎任何具有不同成分、大小、形

状和结构的表面形成纳米纤维涂层。此外，典型的淀粉样结构使纳米纤维涂层具有优异的鲁棒性。基于

其可基因工程的功能，我们的纳米纤维涂层还可以无缝地参与功能化过程，包括黄金增强、多种蛋白质

结合和 DNA 结合，从而实现各种概念验证应用，包括电子设备、酶固定化和微流控细菌传感器。我们

设想我们的涂层可以推动电子、生物催化、粒子工程和生物医学的进步。 

 

图 13. 大肠杆菌生物膜激发的蛋白质纳米纤维涂层和相应的概念证明应用，包括电子设备、酶固定化和微流控传感器 

（A）天然大肠杆菌生物膜图解，其中自组装的 CsgA 纳米纤维构成了主要的蛋白质成分。（B）通过在 CsgA 的

C 端合理融合所需融合域而实现的 CsgA 基因工程蛋白的模块化遗传设计。（C）基于基因工程功能（如电子设备、酶

固定化和微流控传感器，自上而下）的各种应用，通过基于溶液的制造方法生产各种蛋白质涂层的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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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低压高频有机薄膜晶体管 

Flexible Low-voltage High-frequency Organic Thin-film Transistors 

 
James W. Borchert, et al., Science Advances, 2020, 6(21): eaaz5156. 

 

过去几十年来，有机薄膜晶体管(TFTs)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在需要低温处理的非传统基片上的电子

应用前景。许多此类应用的关键要求是在锂离子电池(~ 3V)提供的低工作电压下进行高频开关或放大。

然而，迄今为止，大多数有机 TFT 技术的动态性能有限，除非采用高工作电压来降低高接触电阻和大寄

生电容。这里, 我们提出了具有记录静态和动态性能的柔性低压有机 TFT，包括小到 10Ω·cm 的接触

电阻，大到 1010 的开关电流比，小到 59mV/decade 的阈下摆动，逆变器和环形振荡器的信号延迟低于

80ns，传输频率高达 21mHz，同时使用一种倒共面 TFT 结构，可以很容易地适应工业标准光刻技术。 

 

图 14. 接触电阻小、高频性能好的柔性有机晶体管 

（A）在柔性透明笔基板上以最高 100℃工艺温度制作的有机 TFTs 和电路照片。（B）TFTs 的横截面示意图和用

于其制造的有机材料的化学结构：n-十四烷基膦酸（TDPA），用于混合氧化铝/SAM 栅介质中的自组装单层（SAM），

PFBT 用于处理金的源极和漏极触点，以降低接触电阻和小分子有机半导体 DPh-DNTT 和 C10-DNTT。（C）沟道长度

为 8μm、总栅接触重叠为 4μm、沟道宽度为 200μm 的 TFT 的照片。（D）有机 TFTs 中宽度归一化接触电阻

（RCW）的综述。102 和 105Ω·cm 处的虚线表示有机薄膜晶体管的典型接触电阻范围。（E）有机 TFT 基环形振荡

器每级信号传播延迟（τ）随电源电压变化的综述。（F）刚性和柔性衬底上制备的有机 TFT 的最高电压归一化传输

频率（fT/V）的综述。实线表示用于智能手机显示器的 LTPS TFTs 和最先进的低温处理 IGZO TFTs 的电压归一化传输

频率；虚线表示移动显示器的大致最低要求（3 MHz 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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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超灵敏的固态电子热敏技术的光热电子效应 

Optothermotronic Effect as an Ultrasensitive Thermal Sensing Technology for Solid-state Electronics 

 
T. Dinh, et al., Science Advances, 2020, 6(22): eaay2671. 

 

固态电子中电荷载流子的热激发、调节和检测在高性能传感应用中备受关注，但仍面临着重大挑战。

通过控制纳米异质结构中载流子的热激发和输运，我们报道了在半导体纳米膜中通过光电耦合产生的巨

大的温度感知效应，称为光热电子学。在非均匀光照射下，纳米膜内的电荷载流子梯度与电调谐电流耦

合，提高了热感效应的性能。作为概念证明，我们使用碳化硅(SiC)纳米膜在硅(Si)上形成纳米异质结构。

通过光子激发，SiC 中电荷载流子热激发的传感性能至少提高了 100 倍，电阻的巨大温度系数(TCR)高达

- 50%/K。我们的研究结果可用于进一步提高固体电子学的热传感性能，超出目前的感测技术。 

 

图 15. 材料和概念 

（A）反映光子激发、固态纳米异质结构中产生光电压以及半导体纳米薄膜中载流子热激发耦合的光热电子学

图。利用硅形成纳米异质结构的碳化硅纳米膜作为光电平台。（B）硅基 SiC 纳米薄膜的截面 TEM 图像。（C）3C-SiC

的 SAED 图像。（D）硅基 3C-SiC 薄膜的 X 射线衍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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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毛细管末端的紧凑微活塞驱动的液体密封 

Liquid Seal for Compact Micropiston Actuation at the Capillary Tip 

 
Antoine Barbot, et al., Science Advances, 2020, 6(22): eaba5660. 

 

通过组织活检、操作或支持主动微光学，亚毫米制导管尖端的致动器可以促进细胞尺度上的活体介

入程序。然而，在这个尺度上，摩擦力的优势使得经典的机制成了问题。在这里，我们报告了一个最大

尺寸为 150μm 的微型活塞的设计，它是用双光子光刻技术在直径 140μm 的毛细管顶端制作的。油滴

法用于在活塞和气缸之间形成密封，以防止在 185mbar 压差以下出现任何泄漏，同时在运动部件之间提

供润滑摩擦。该活塞产生的力，随压力线性增加，最高可达 130μN，而不会破坏液体密封。该设计与一

种可抓取、移动和释放 50μm 微球的微夹持器相结合，证明了该设计的实用价值。这样一种机制为微米

大小的导管驱动开辟了道路。 

 

图 16. 微活塞的工作原理 

（A）气体和液体表面张力在密封处形成的微尺度物理相互作用示意图。（B）微活塞驱动的显微照片。（C）将微活

塞集成到柔顺夹持器中的扫描电镜照片。（D）抓取微球时抓取器的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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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小板衍生的多孔纳米马达用于血栓治疗 

Platelet-derived Porous Nanomotor for Thrombus Therapy 

 
Mimi Wan, et al., Science Advances, 2020, 6(22): eazz9014. 

 

静脉血栓形成的治疗难点包括半衰期短、利用率低、血栓部位药物渗透性差。在此，我们开发了一

种采用血小板膜(PM)修饰(MMNM/PM)的介孔/大孔二氧化硅/铂纳米马达，用于血栓治疗的溶栓和抗凝

药物的连续靶向输送。在 PM 上的特殊蛋白的调控下，纳米传感器靶向于血栓部位，然后 PM 在近红外

(NIR)照射下破裂，以达到理想的药物连续释放，包括溶栓尿激酶的快速释放(3h)和抗凝肝素的缓慢释放

(>20 d)。同时，纳米马达在近红外照射下的运动能力能有效促进其深入血栓部位，提高其滞留率。体外

和体内的评价结果证实，PM 的靶向能力和纳米马达的运动能力的协同作用可以显著提高静态/动态血栓

和大鼠模型的溶栓效果。 

 

图 17. MMNM/Hep/UK/PM 纳米马达的制备及其在血栓靶向和溶栓治疗中的应用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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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活动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二十二届学术年会暨第十一届国际会议邀请函（第一轮）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二十二届学术年会暨第十一届国际会议（以下简称 CSMNT2020）将于 2020

年 9 月 18-21 日在哈尔滨市（敖麓谷雅酒店）举办。本届大会由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主办，哈尔滨工

业大学、黑龙江大学承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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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MNT2020 以“芯系微纳•智创未来”为主题，聚焦高端芯片、微纳传感器、智能微系统、航空航天、

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及相关领域的新技术、新成果、新突破、新趋势，为国内外微米纳米工作者搭建

交流与共享的国际化平台。 

CSMNT2020，时值哈尔滨工业大学百年校庆、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四次换届。我们诚挚地邀请

您参加 CSMNT2020，共同见证微米纳米届学术盛会的召开，携手开创微米纳米事业的美好未来！ 

日程安排 

时间 9 月 18 日 9 月 19 日 9 月 20 日 9 月 21 日 

上午 注册报到、展商布展 大会报告、展览会 
分会场报告、展览

会 
分会场报告、展览会 

下午 
注册报到、会员代表大会（暂

定）、短期培训、展商布展 

大会报告、展览

会 

分会场报告、展览

会 
代表离会、展商撤展 

晚上 / 欢迎晚宴 / / 

组 织 机 构 

 【大会主席团】 

主    席：尤  政     

共同主席：蒋庄德  刘忠范 

【程序委员会】 

主    席：王立鼎     

副 主 席：解思深  周兆英 

委    员： 白春礼 包信和 陈   军 成会明 崔天宏 邓中亮 丁衡高 顾秉林 洪茂椿 

 胡小唐 黄   如 黄文浩 郝一龙 江   雷 金玉丰 李亚栋 刘维民 刘  明 

 刘鸣华 卢   柯 欧   黎 邱介山 权海洋 孙立宁 孙世刚 田中群 王   琛 

 王   政 王跃林 徐志磊 薛其坤 熊继军 杨克武 杨万泰 杨  辉 杨拥军 

 姚建年 张  跃 赵东元 赵宇亮 郑泉水 邹志刚    

【组织委员会】 

主    席：王晓浩     

共同主席：刘晓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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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秘书处】 

主办单位： 李  娟 刘   颖 赵   军 张佳惠      

承办单位： 张海峰 李  玲     （按姓氏拼音排序） 

大 会 报 告 

大会将邀请国内外顶级专家做大会主旨报告。 

分会场交流 

（一）大会将开设多个分会场，邀请近百位知名专家做分会场邀请报告； 

（二）欢迎各位代表自荐或推荐分会场邀请报告，截至 2020 年 6 月 15 日； 

（三）分会场议题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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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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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题包含但不限于分会场相关议题。 

（二）会议征稿目的是学术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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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5 月 31 日前在会议网站在线提交论文摘要（中/英文均可），摘要模板可    

在会议网站“下载中心”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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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摘要评审周期为 1 个月，论文摘要评审结果将于 2020 年 7 月初陆续公布； 

3. 会议录用的 Poster 作者，请于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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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9 月 18 日前网站上传论文全文（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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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会议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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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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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展览资料请在会议网站“同期展览”栏目下载。 

评 选 颁 奖 

（一）本届年会将对 CSMNT2019 论文进行优秀论文评选，并在年会期间颁奖。 

（二）年会期间，将组织优秀海报评选活动。 

（三）年会期间，将颁发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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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币或 400 美元（篇幅 6-8 页）；论文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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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注册登录—进入个人中心—选择注册类型、支付方式—办理交费—注册成   

功。 

（四）重要提醒：办理交费、开具电子发票时，请务必注明 2020+注册号（注册号可在会议网站 

个人中心查询）。 

联 系 方 式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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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www.csmnt.org.cn 

会议网站：http://annual2020.csmnt.org.cn 

承办方联系方式：张海峰 moonzhf@163.com 

  

mailto:张海峰moonzhf@163.com
mailto:张海峰moonzhf@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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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共 38 页                                                2020 年第五期 （总第 84 期）                                         2020 年 06 月 

 

 

 

 

CSMNT2020赞助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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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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有关单位和个人：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以下简称“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即将任期届满。根据《中国微米纳米技

术学会章程》规定，经学会三届十六次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学会将于 2020 年 9 月举行第四届会员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为做好推选工作，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理事会规模和组成原则 

第四届理事会规模基本上维持第三届理事会规模，控制在 180 人以内。理事会由从事微米纳米技术

及其他相关领域的科研、设计、制造、教学、管理等工作者组成。其中基层一线科技工作者不少于 3/4；

管理人员比例不超过 1/4；年龄结构合理、适当，老中青结合，原则上以中青年理事为主；新任理事调整

不少于 1/3;具有相当比例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第四届常务理事会规模不超过 60 人（不超过理事会人数的 1/3）。其中基层一线科技工作者不少于

2/3；管理人员比例不超过 1/3；年龄结构合理、适当，老中青结合，原则上以中青年理事为主；新任常

务理事调整不少于 1/3;具有相当比例的中共共产党党员。 

二、候选人条件 

（一）热爱祖国，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学风； 

（二）在微米纳米技术及相关领域内具有相当影响力，热心并支持学会工作； 

（三）须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及学会章程要求，任职时年龄不超过 65 周岁； 

（四）应为学会会员，遵守学会章程，履行会员义务；  

（五）除管理部门推选人员外，理事候选人原则上应具有正高职称；近五年参与学会活动次数不少

于 3 次（参加活动、投稿、人员推选等）； 

（六）除个别对学会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外，理事候选人须为各单位在职人员；代表单位的理

事候选人，其所在单位原则上应是学会团体会员单位；有突出贡献人员可由名誉理事长、名誉

副理事长、理事长、副理事长直接提名作为理事候选人； 

（七）第三届理事会中理事未能履行理事职责的，不能推选为第四届理事会候选人； 

（八）被推选的理事候选人应按要求参加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2020 年 9 月

18-19 日，哈尔滨市），保证选举有效。 

（九）常务理事从理事中选举产生，学会负责人（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从常务理事中选举

产生；常务理事除满足理事候选人条件外，应在业界有良好声誉和较大影响力，起表率和引领

作用；熟悉并热爱学会工作，能够承担学会交办的工作。 

三、推选渠道及名额分配 

    学会委托相关企事业单位、学会分支机构、学会理事单位等推选理事候选人，同一候选人仅可选择

一个推选渠道，学会专业分会、工作委员会、理事单位等推选人选一般不占用相关单位名额。 

（一）相关单位：由相关企事业单位直接推选，各单位推选名额一般不超过 3 名； 

（二）专业分会：学会所属各专业分会可推选候选人一般不超过 5 名； 

（三）工作委员会：学会所属各工作委员会可推选候选人一般不超过 2 名； 

（四）理事单位：学会各理事单位可推选候选人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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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对学会事业及领域发展有突出贡献的人员可由学会理事长/副理事长（包括名誉职务）

直接提名为理事候选人，每位理事长理事长/副理事长（包括名誉职务）可提名 1 名。 

四、推选工作要求及流程 

请各推选渠道严格按照通知要求推选候选人，审核推选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规范性，坚持民主

公正的原则，推选的候选人广泛对外公布。各分支机构推选理事候选人，应考虑与理事会的工作衔接情

况，在符合理事候选人条件的前提下，一般建议由当届负责人（理事长/副理事长/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作为理事候选人，即将换届的分支机构请兼顾下届候选人情况。推选工作流程如下： 

（一）征集推选 

各推选渠道按照通知要求遴选确定理事候选人。 

（二）材料报送 

1. 理事候选人按要求认真填写《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候选人推选表》（附件 1，

一式两份）； 

2. 非学会会员的候选人，请填写《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个人会员申请表》（附件 2，一式一份）； 

3. 未办理团体会员的企事业相关单位，请填写《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单位会员申请表》（附件 3，

一式一份）； 

相关文件请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前将电子版（word 版无需签字盖章）发送至 office4@csmnt.org.cn，

纸质版寄送至学会秘书处办公室。 

（三）形式审查。学会秘书处办公室进行形式审查。 

（四）换届工作委员会审议。换届工作组审议，形成第四届理事会建议名单。 

（五）选举产生。召开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 

五、联系方式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秘书处办公室 

联 系 人：刘颖、张倩倩 

电    话：010-62796707、15300022730、18811456626 

邮    箱：office4@csmnt.org.cn 

收件信息：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 4102B，张倩倩，18811456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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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名 2020年度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会士候选人的通知 

为了鼓励广大会员不断地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向在微米纳米技术领域中成绩

显著，学术造诣较深，在微米纳米技术科研、生产教育和管理方面有重大贡献并具有 5 年以上学会高级

会员会龄的会员，授予会士（Fellow）称号。会士每年遴选一次，每次遴选的会士名额不超过 2 人。 

关于提名 2020 年会士候选人，具体工作如下： 

  

一、会士候选人的资格 

     会士候选人（被提名人）需要是热心于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工作并有 5 年以上（含 5 年）高级

会员会龄的会员。 

二、会士候选人的提名 

1. 学会各工作委员会、专业分会可作为提名机构提名会士候选人； 

2. 学会会士可作为提名人（附件 1）提名会士候选人。 

三、会士候选人的评议 

1. 学会设会士评审委员会、会士评选工作办公室，会士评选工作办公室设在学会秘书处办公室，负

责会士评选日常工作。 

2. 提名人、提名机构按《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会士评选办法》（附件 4）中的要求提名会士候选人，

填写《会士候选人提名表》（附件 2）。 

3. 提名人、提名机构邀请被提名人单位以外的本学会会士共 4 人，作为被提名人的评议人。评议人

需参考《会士候选人提名表》对会士被提名人进行评议，并填写《会士候选人评议表》（附件 3）。 

4. 提名机构或提名人将已填好的《会士候选人提名表》和《会士候选人评议表》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之前邮寄到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会士评选工作办公室，同时将电子版发送到会士评选工作办

公室邮箱：zqq@csmnt.org.cn。 

四、会士候选人资格与提名程序的审核 

1. 会士评选工作办公室在规定时间内收到《会士候选人提名表》和至少 3 位评议人的《会士候选人

评议表》后，对会士被提名人的资格与提名程序进行初步审核。 

2. 若符合要求，则提名成立，被提名人确定为正式候选人，将其名单及材料提交会士评选委员会最

终评定遴选。 

3. 经过会士评审委员会终审，遴选出会士人选。被遴选为会士的候选人将在学会网站上公示 30 天。 

五、会士评选工作时间节点： 

时间 工作内容 备注 

06 月 17 日-07 月 13 日 会士候选人通知发布、材料征集 

请大家严格按

照时间节点报

送材料并注意

公示时间 

07 月 14 日-07 月 21 日 会士候选人材料初步审核 

07 月 22 日-08 月 09 日 评审委员会终审 

08 月 10 日-08 月 16 日 会士正式候选人名单提请常务理事会议（通讯）审议 

08 月 17 日-09 月 16 日 学会官方网站公示 30 天 

mailto:zqq@csmnt.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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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1. 为了保证评审的公平性，评审委员会名单对外不公开。 

2. 《会士候选人提名表》和《会士候选人评议表》由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会士评选工作办公室统

一制作。 

3. 凡有提名意向的会士提名人或提名机构可直接在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网站上下载会士候选人

提名文件。如需纸质表请与学会会士评选工作办公室联系。 

六、会士评选工作办公室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北京海淀区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 4102B 室 

邮    编：100084 

联 系 人：张倩倩 

电    话：010-62796707、010-62772108 

邮    箱：zqq@csmnt.org.cn 

学会网站：www.csmnt.org.cn 

在推荐过程中如有问题请咨询会士评选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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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关于设立理事单位的通知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以下简称“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即将任期届满，拟于 2020 年 9 月（暂定）

举行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四届理事会。 

为更好发挥学会服务于科技、服务于社会的社团职能，动员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共同推动微米纳米事

业的发展，根据《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章程》规定，经学会三届十六次常务理事会研究决定，参照其

他相关学会规定，学会将在团体会员单位的基础上设立理事单位。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欢迎相关企

事业单位积极申请。 

一、理事单位的条件 

理事单位为学会团体会员单位的高级类别，应为微米纳米及相关领域在学界或业界具有较强实力和

代表性的单位。凡申请成为学会理事单位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微米纳米领域及其他相关领域从事教学、科研、生产、管理等企事业单位，承认学会章程，

积极参与和支持学会事业； 

（二）中国境内设立的独立法人机构及所属非独立法人科研开发、教育机构； 

（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社会形象和声誉； 

（四）学会团体会员单位且履行会员义务的，优先申请。 

二、理事单位的权利 

（一）享受单位会员权利： 

1. 优先获取、优惠参与学会举办的各种活动（学术交流、技术转让、科技普及、人才培训以及国际

科技、人才交流活动等）； 

2. 可在学会官网及有关媒介刊登单位简介、新闻宣传等； 

3. 可根据本单位需要，向学会申请提供产学研信息、技术评审及成果推广等相关的无偿或有偿服

务； 

4. 可推荐若干名符合学会会员资格的人选，免费成为学会个人会员，团体会员单位 5 个名额，理

事单位 10 个名额； 

5. 对学会工作的建议、批评和监督权； 

6. 本学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7. 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二）除单位会员基本权利外，还可享有以下权利： 

1. 可推荐 1 名符合条件的代表作为理事候选人参选学会理事； 

2. 可推荐学会荣誉理事等人选； 

3. 可作为推荐单位参加学会组织实施的各类人才及项目推荐及学会各项学术奖励的推荐工作。 

三、理事单位的义务  

（一）依规定按时交纳会费（学会单位会员会费标准为：团体会员单位 5000 元/年，理事单位 10000

元/年；单位会员会费主要用于各种活动支出、服务支出、人员支出、组织建设等，鼓励一次交纳五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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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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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共 38 页                                                2020 年第五期 （总第 84 期）                                         2020 年 0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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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理事单位申请办法 

（一）请有申请意向的单位于 2020 年 7 月 5 日前发送以下材料至学会秘书处： 

1.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单位会员申请表》（附件 1）； 

2. 法人代码证书复印件（高等院校院系不具有法人资格，可不提供法人代码证书复印件）、营业执

照副本复印件（适用于企业单位）； 

3. 单位简介及有关宣传资料等。 

（二）理事单位相关工作由学会理事长办公会监督领导，由学会组织工作委员会具体实施，报学会

理事会（常务理事会）通过后正式设立。 

（三）申请材料经学会审核、批准后缴纳额定会费，即成为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理事单位，会籍

由学会统一管理，颁发理事单位证书、牌匾并在学会官网公布。 

五、联系方式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秘书处办公室 

联系人：刘颖 

电  话：010-62796707、15300022730 

邮  箱：office4@csmnt.org.cn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 410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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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取 2020年会费的通知 

尊敬的会员： 

现在开始办理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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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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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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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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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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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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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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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〇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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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个人会员报名表 

编号：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电子版 

 

证件照片 

职    称  职    务  

身份证号码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  是否院士  

办公电话  办公传真 
 

 

住宅电话  邮    编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微信账号  研究方向  

通讯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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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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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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单位会员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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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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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其他 

社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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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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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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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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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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联系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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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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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