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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快讯 
解开魔角石墨烯的绝缘和超导顺序 

Untying the Insulating and Superconducting Orders in Magic-angle Graphene 
 

Stepanov, P., et al., Nature 583, 375–378 (2020). 

 

在魔法角扭曲双分子层石墨烯中，超导态和相关绝缘态的共存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他们之间的

关系是怎样的。对管控这些阶段的微观机制的独立控制可以帮助揭示它们各自的角色及作用，并阐明它

们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该文报告了通过改变石墨烯和金属屏蔽层之间的分离距离来直接调节该系

统中电子相互作用的方法。实验观察到，在屏蔽层间距小于典型的 15 纳米 Wannier 轨道尺寸，并且扭曲

角度略微偏离于 1.10±0.05 度的魔角的设备中相关绝缘子的熄灭。绝缘顺序消失后，空出的相空间被超

导穹顶所取代，这种穹顶具有临界温度，可与具有强绝缘体的设备相媲美。此外，他们还发现半填充的

绝缘子会在磁场强度为 0.4 特斯拉的小平面外磁场中重新出现，从而产生 Chern 数为 2 的量子化的霍尔

态。该研究建议对摩尔纹石墨烯中绝缘相和超导相之间经常被假定的“亲子关系”进行重新检验，并提

出一种直接探测强相关系统中超导微观机制的方法。 

 

图 1. 屏蔽控制的近乎神奇的扭曲角的 MATBG 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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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单晶钙钛矿器件的制造工艺 

A Fabrication Process for Flexible Single-crystal Perovskite Devices 

 
Lei, Y., et al., Nature 583, 790–795 (2020). 

 

有机-无机杂化钙钛矿具有电子和光电特性，因此它在许多器件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尽管许多方

法都聚焦于多晶材料，但是相比于其多晶同类材料，由于其取向依赖性的运输行为和较低的缺陷浓度，

单晶杂化钙钛矿表现出更好的载流子输运能力和更强的稳定性。然而，制备单晶杂化钙钛矿，并控制其

形态和组成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本文报道了一种在任意基底上制备单晶杂化钙钛矿的基于溶液的

光刻辅助外延生长和转移的方法，该方法可以对其形态和组成进行精确的控制：厚度(从大约 600 纳米到

大约 100 微米)、面积(连续的薄膜，最多 5.5 厘米乘 5.5 厘米)和厚度方向的成分梯度(例如，从甲基铵碘

化铅 MAPbI3 到 MAPb0.5Sn0.5I3)。转移的单晶杂化钙钛矿与直接生长在外延基板上的钙钛矿具有相当

的性能质量，并且根据厚度的不同具有机械柔性。铅锡梯度合金化处理可形成分级电子带隙，从而增加

载流子迁移率并阻碍载流子复合。基于这些单晶杂化钙钛矿的器件不仅表现出对各种降解因素的高稳定

性，而且表现出良好的性能(例如，基于铅锡梯度结构的太阳能电池，平均效率为 18.77%)。 

 

图 2. 利用光刻辅助外延生长和转移的方法制造高质量，单晶杂化钙钛矿薄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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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片压电控制孤子微梳 

Monolithic Piezoelectric Control of Soliton Microcombs 

 

Liu, J., et al., Nature 583, 385–390 (2020). 

 

在使用激光器和频率梳的应用中，激光频率的高速驱动至关重要，并且还是光载波之间锁相，频率

稳定和稳定性转移的前提。例如，频率梳的高带宽反馈控制被用于光频率合成，分频和光时钟中。孤子

微梳已经成为芯片级频率梳源，并已用于系统级演示。然而，使用加热器的集成微梳具有有限的驱动带

宽，其最高频率可达 10 kHz。因此，微梳的兆赫兹带宽驱动和锁定只能通过片外体批量调制器来实现。

该文展示了使用集成压电元件实现高速孤子微梳驱动的方法，通过在超低损耗氮化硅光子电路上集成

AlN 致动器，他们实现了在兆赫带宽下的电压控制孤子启动、调谐和稳定。AlN 执行器使用 300 纳瓦的

功率，并具有双向调谐、高线性度和低滞后性的特点。它们展现出高达 1 兆赫的平坦驱动响应-大大超过

了整体压电调谐带宽，并且通过克服耦合到芯片的声学轮廓模式，可以扩展到更高的频率。通过激光和

微谐振器的同步调谐，该团队利用这种能力对光学梳状频谱进行频移（即更改梳状结构的载波-包络偏移

频率），并进行超出孤子存在范围的偏移。它具有更高的频率偏移，更低的功率并消除了孤子拉曼自频

移所导致的信道失真。这使得用于激光雷达（光检测和测距）的大规模并行调频引擎成为可能。此外，

通过与高泛音体声共振频率匹配的频率进行调制，体声能量的共振累积使所需的驱动电压降低了 14 倍，

这使其与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MOS)电子兼容。该方法使孤子微梳具有集成的，超低功耗和快速启

动的特性，从而扩大了微梳的技术应用范围。 

 

图 3. 基于芯片的孤子微梳的单片压电控制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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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驱动水凝胶执行器在空气中的快速响应和高速跳跃和滚动 

In-air Fast Response and High Speed Jumping and Rolling of a Light-driven Hydrogel Actuator  

 
Li, M., et al., Nature Commun 11, 3988 (2020). 

 

刺激响应型水凝胶致动器在各个领域都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然而，典型的水凝胶致动依赖于由渗透

压变化引起的溶胀和消肿过程，该过程缓慢并且通常需要水环境的存在。该团队报道的是一种在空气中

的光动力水凝胶执行器，其性能卓越，具有很快的运动速度(最高可达 1.6 m/s)，响应速度(可达 800 ms)，

和高的跳跃高度(~15 cm)。水凝胶是基于一种完全不同的机制运行的，该机制利用二元组成部分之间的

协同相互作用，即聚丙烯酸钠水凝胶的弹性，以及由嵌入的磁性氧化铁纳米颗粒的光热效应引起的气泡。

目前的水凝胶致动器具有可控制的运动速度和方向，这使得它在移动机器人、软机器人、传感器、控制

药物输送和其他微型设备应用中具有广阔的前景。 

 

图 4. 水凝胶致动器及其在空中的光感跳跃和滚动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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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轰击铁电薄膜获得超高电容能量密度 

Ultrahigh Capacitive Energy Density in Ion-bombarded Relaxor Ferroelectric Films 

 
Kim J, et al., Science, 2020, 369(6499): 81-84. 

 

介电电容器可以以超快的速率存储和释放电能，因此对其在电子和电力系统中的应用进行了广泛的

研究。在各种候选材料中，基于弛豫铁电体的薄膜（一种具有纳米尺寸域的特殊铁电体）因其高能量密

度和高效率而备受关注。研究表明，高能离子轰击可改善弛豫铁电薄膜的储能性能，离子轰击产生的本

征点缺陷可减少泄漏，缓和低场极化饱和，增强高场极化率并提高材料的耐击穿强度。研究者证明其储

能密度高达 133 焦耳/立方厘米，存储效率超过 75％。通过后期合成处理方法（例如离子轰击）控制缺

陷，可克服高极化率和击穿强度之间的矛盾。 

 

图 5. 降低极化饱和以及低场能量存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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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哌啶盐稳定的高效金属卤化物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A Piperidinium Salt Stabilizes Efficient Metal-halide Perovskite Solar Cells 

 
Lin Y H, et al., Science, 2020, 369(6499): 96-102. 

 

对于混合钙钛矿光伏电池，寿命一直是长期关注的问题。通过将哌啶基离子化合物掺入铯三卤化物

钙钛矿吸收剂中，研究者展示了具有高恢复性的正-本-负钙钛矿太阳能电池。通过调整带隙，这种哌啶

添加剂可提高开路电压和电池效率，非常适合硅钙钛矿串联电池。在老化过程中，该添加剂还可阻碍杂

质相和钙钛矿吸收层中针孔的形成。在环境大气中的模拟阳光下，未封装和封装的电池在 60°C 和 85°

C 的情况下分别保持其峰值效率和预烧效率的 80％和 95％的情况下可工作 1010 小时和 1200 小时。同

时揭示了导致电池老化时的详细恶化过程。 

 

图 6.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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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共 38 页                                                2020 年第七期 （总第 86 期）                                         2020 年 08 月 

 

 

 

 

紧凑的纳米级纹理可减少液滴的接触时间 

Compact Nanoscale Textures Reduce Contact Time of Bouncing Droplets 
 

Wang L, et al., Science Advances, 2020, 6(29): eabb2307. 

 

许多自然表面都能够迅速摆脱水滴，这种现象曾被归因于低固体分数质地。但是，最近的观察表明，

在某些疏水昆虫的表面上存在固体分数异常高的纳米级织构，这不能用现有的润湿理论来解释。研究者

表明可以通过将纹理大小减小到〜100 nm 来减少高固体分数材料表面上液滴的接触时间，并证明了纳米

纹理的紧凑排列对于承受雨滴的撞击压力至关重要。该发现证明了昆虫迅速摆脱雨滴影响的潜在生存策

略，并提出了以前未知的设计原理，可用于设计适用于包括微型无人机在内的坚固耐用的防水材料。 

 

图 7. 具有高固体分数纳米级表面纹理的憎水昆虫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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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可编程触摸操作平台的自供电交互式电子皮肤 

Self-powered User-interactive Electronic Skin for Programmable Touch Operation Platform 

 
Zhao X, et al., Science Advances, 2020, 6(28): eaba4294. 

 

与用户交互的电子皮肤能够在空间上映射触摸，并提供人类可读的视觉输出作为响应。然而，高功

耗，结构复杂以及高成本是其在实际应用中的显著障碍。基于提出的摩擦电光模型，研究者报告了一种

结构简单、成本低廉的自供电、用户交互式电子皮肤（SUE-skin）。SUE 皮肤可在低至 20 kPa 的触发压

力阈值下将触摸刺激转换为电信号和瞬时可见光，而无需外部电源。通过将 SUE 皮肤与微控制器集成

在一起，构建了可编程的触摸操作平台，该平台可以识别 156 种以上的交互逻辑，从而可以轻松控制消

费类电子产品。 

 

图 8. SUE 皮肤的概念和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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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面积 MoS2背板的全色有源矩阵有机发光二极管在人体皮肤上的显示 

Full-color Active-matrix 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 Display on Human Skin Based on a Large-area 
MoS2 Backplane 

 
Choi M., Science Advances, 2020, 6(28): eabb5898. 

 

电子应用正在不断发展并呈现新形式。适用于人类健康监护或机器人技术的可折叠，可卷曲和可穿

戴的显示器的实现依赖于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但是，具有高机械柔韧性的半导体材料的开发仍然

是一个挑战，这限制了它们在电子产品中的使用。这项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二维（2D）材料背板晶体管

的可穿戴全色 OLED 显示器。将 18 x 18 的薄膜晶体管阵列制作在 MoS2 薄膜上，然后将其转移到 Al2O3

（30 nm）/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6μm）上。红色、绿色和蓝色 OLED 像素沉积在设备表面上。这种

2D 材料具有出色的机械和电学性能，并被证明能够驱动用于控制 OLED 像素的电路。超薄设备基板允

许将显示器集成在特殊的基板（比如人的手）上。 

 

图 9. 具有基于 MoS2 的大面积背板的全彩色 AMOLED 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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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于皮质醇监测的无线免疫传感的智能、柔性隐形眼镜 

Smart, Soft Contact Lens for Wireless Immunosensing of Cortisol 

 
Ku M, et al., Science Advances, 2020, 6(28): eabb2891. 

 

尽管有多种方法可用于监测皮质醇浓度，但常规方法需要庞大的外部设备，这限制了它们作为移动

医疗系统的用途。研究者描述了基于智能手机的柔性智能隐形眼镜，用于实时检测眼泪中皮质醇浓度。

使用石墨烯场效应晶体管制成的皮质醇传感器可以以 10 pg / ml 的检测限测量皮质醇浓度，该检测限足

够低，足够检测人眼泪中的皮质醇。此外，这种软性隐形眼镜只需要将该皮质醇传感器与透明天线和无

线通信电路集成在一起，就可以实现智能手机远程操作，且不会妨碍佩戴者的视线。此外，使用活兔进

行的体内测试和人类先导实验证实了该镜片作为一种无创、移动医疗解决方案的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可

靠性。 

 

图 10. 皮质醇免疫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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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气固相互作用发电的自恢复粘性多孔弹性体 

Self-healable Sticky Porous Elastomer for Gas-solid Interacted Power Generation 

 

Xiong J, et al., Science Advances, 2020, 6(29): eabb4246. 

 

基于摩擦电效应实现了以前未知的气固相互作用发电。研究者设计了一种基于分段肟-氨基甲酸酯-

尿素的具有粘性、气密和自恢复等特性的超分子聚硅氧烷-二甲基乙二肟基聚氨酯（PDPU）多孔弹性体。

它是一种摩擦电负性材料，将空气封闭在空隙中，具有超高的静态表面电势和出色的可压缩性。这种多

孔的 PDPU 在周期性压缩下利用滞留的空气和弹性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发电。带正电的截留空气（或其

他气体）在 PDPU 的摩擦起电作用中占主导地位，引起电子从气体转移到固体聚合物中从而实现发电。

可自我恢复的弹性体使气固相互作用的摩擦纳米发电机 GS-TENG 具有高拉伸性。粘附性表面能够粘附

到其他基材上，从而允许从变形（例如弯曲，扭曲和拉伸）中收集机械能。该材料有望提供一种可独立

工作的功能性触觉皮肤，以自动感应触摸压力，人体运动和帕金森式步态。 

 

图 11. 多孔 PDPU 的原理和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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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纳米柱结构的氧化薄膜中的巨大压电效应 

Giant Piezoelectricity in Oxide Thin Films with Nanopillar Structure 

 
Liu H, et al., Science, 2020, 369(6501): 292-297. 

 

高性能压电材料是机电式传感器和执行器的关键部件。60多年来，获得大压电响应的主要策略一直

是通过调节复杂的化学成分来构建多相边界，在那里形成具有局部结构和极性非均匀性的纳米区域。研

究者采用了不同的策略，通过在钙钛矿氧化物薄膜中形成纳米区域来模拟这种局部非均匀性。在高居里

温度约 450°C的条件下，研究者获得了每伏特约 1098皮米的巨大有效压电系数。其中无铅铌酸钠仅包

含三种元素（Na、Nb 和 O）。在钙钛矿结构中形成纳米柱结构的局部非均匀性可以作为设计和优化各种

功能材料的一般方法的基础。 

 

图 12. NNO 和 NPR-NNO 薄膜的原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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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单分子输运测量确定等离子体热载流子能量分布 

Determining Plasmonic Hot-carrier Energy Distributions Via Single-molecule Transport Measurements  
 

Reddy H, et al., Science, 2020. 

 

等离子纳米结构中的热载流子是通过等离子体子衰变产生的，它在光催化和克服带隙限制的光电探

测器等应用中起着关键作用。然而，目前还缺乏对纳米结构中热载流子稳态能量分布的直接实验量化研

究。研究者提出了单分子结的输运测量，通过在支撑表面等离子体极化子的超薄金膜和扫描探针尖端之

间捕获适当选择的单分子，可以提供等离子热载流子分布的量化。结果表明，在强约束纳米尺度体系中，

朗道阻尼是热载流子产生的主要物理机制。在这项工作中开发的技术将能够量化等离子体热载流子在纳

米光子和等离子体器件中的分布。 

 

图 13. 绘制热载流子能量分布图的实验装置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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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场景观的远程构建 

Remote Structuring of Near-field Landscapes 

 
Ginis V, et al., Science, 2020, 369(6502): 436-440. 

 

近场电磁场使近场显微镜和纳米颗粒操纵等亚波长应用成为可能。目前构造近场的方法依赖于光学

天线理论，包括将传播波局部转换为受限近场模式的纳米结构。基于级联模式转换和不同传播常数的对

向导波干扰，研究者提出了一种远场而非局部近场整形理论，演示了如何任意构造近场的纵向和横向变

化，允许超越常规的倏逝场单调衰减的分布。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实验，证实了此理论。该方法适用于具

有任意偏振态和模式分布的场，为近场的三维控制提供了一条途径。 

 

图 14. 使用β-转换器的远程近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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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纳米级无序界面的超高强度韧性超晶格合金 

Ultrahigh-strength and Ductile Superlattice Alloys with Nanoscale Disordered Interfaces 

 
Yang T, et al., Science, 2020, 369(6502): 427-432. 

 

在高温下具有高强度的合金对包括航空航天在内的各种重要工业至关重要。具有有序超晶格结构的

合金在这方面很有吸引力，但它通常存在延性差和晶粒快速粗化的问题。研究者发现纳米尺度无序界面

可以有效地克服这些问题。界面无序是由多元素共隔离驱动的，它在相邻的微米级超晶格晶粒之间形成

了独特的纳米层。这种纳米层作为一种可持续的延展性源，通过增强位错的活动性来防止脆性晶间断裂。

研究者的超晶格材料具有 1.6 千兆帕的超高强度，在室温下具有 25%的拉伸延展性。同时，研究者实现

了可忽略的晶粒粗化，在高温下具有优异的抗软化性能。设计相似的纳米层可以为进一步优化合金性能

开辟一条途径。 

 

图 15. 超晶格材料中不寻常的纳米级界面无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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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合理的自下而上设计策略实现几何可重构三维细观结构和电磁器件 

Geometrically Reconfigurable 3D Mesostructures and Electromagnetic Devices through a Rational 
Bottom-up Design Strategy 

 
Bai K, et al., Science Advances, 2020, 6(30): eabb7417. 

 

微电子器件具有可重构的三维微结构，可以在不同的几何和/或工作状态之间进行重复切换，具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传统的方法通常依赖于有源材料在外加电场/磁场作用下的受激变形，这可能会带来寄生

副作用，降低器件性能。开发一个合理的策略，使访问具有多种稳定几何配置的高性能三维微器件仍然

具有挑战性。基于一类具有最简单带状几何结构的基本可重构结构，研究者介绍了一种机械引导的方案，

通过一种自下而上的设计策略来构建几何可重构的三维细观结构。结构可重构性的定量力学建模允许发

展相图和设计图。通过对 30 种具有不同几何拓扑和特征维数的可重构介孔结构进行了演示，说明了该

方法的通用性。多模特性使定制独特的波束形成和离散波束扫描成为可能，使用单天线可按需重新配置。 

 

图 16. 自下而上设计策略和可重构线圈天线的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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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活动 

微纳米技术与医疗健康创新大会暨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四届微米纳米技术应用创新大会 

伴随着新冠疫情在全世界肆虐，医疗与健康话题再次被大众所关注，医疗健康生态的创建离不开科

学技术的发展和融合，其中微纳米医疗技术作为支撑 21 世纪新科技发展的关键技术之一，有望全面提

高当今先进医疗技术在临床诊疗的应用水平，铺就坚实的全民健康之路。 

 

为推动微纳米技术与医疗健康的融合发展，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将于 2020 年 10 月在福建厦门举

办“微纳米技术与医疗健康创新大会暨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四届微米纳米技术应用创新大会”，大

会以“技术赋能、智慧医疗、健康中国”为主题，围绕微纳米机器人在医学上的应用 、微纳创新诊疗

方法、微纳生物医学传感与检测技术、纳米分子医学成像、纳米生物材料、微纳生物医疗器械设计与制

造以及纳米药物与递送系统等热门话题展开交流，搭建微纳米技术与医疗健康为核心的分享平台，促进

政产学研金多边协作，助力医疗健康共同发展。 

 

一、 会议名称：微纳米技术与医疗健康创新大会暨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四届微米纳米技术 应用

创新大会 

二、 会议时间：2020年 10月 24-26日  （23日报到）    

三、 会议地点：厦门 集美湖豪生大酒店 

四、 会议主题：技术赋能、智慧医疗、健康中国 

五、 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承办单位：厦门大学 

      大会主席：谭蔚泓、尤政                      大会副主席：王晓浩 

      执行主席：杨朝勇                            执行副主席：唐飞 

六、 大会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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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 

七、 注册报名报名回执详见附件二： 

参会人员注册费用：备注（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10 月 1 日前注册缴费（含餐） 10 月 1 日后注册缴费（含餐） 现场注册缴费（含餐） 

学生：1800 元 □ 学生：2000 元 □ 学生：2200 元 □ 

会员：2000 元 □ 会员：2200 元 □ 会员：2500 元 □ 

非会员：2200 元 □ 非会员：2500 元 □ 非会员：2700 元 □ 

 

八、会议出版物 （中英文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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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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 10月 1日。 

2.会议海报：为了提高交流效果，鼓励大家进行海报交流，自行制作海报电子版，并发送海报电子

版到指定邮箱报名，会议现场自带海报粘贴。海报交稿截止日期 10月 10日。 
 

九、注意事项： 

1. 请填写报名回执后，于 9月 30日前以 E-MAIL 或微信方式进行反馈。 

2. 会务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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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推荐和自荐分论坛报告，请提前与会务组接洽。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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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老师（手机/微信）13717838339   010-6277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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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2020年 6 月 

 

 

 

 

 

 

 

 

 

 

 

 

 

 

 

 

 

 

mailto:csmnt-cxyy@csmnt.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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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会议日程及报告安排： 

10 月 24 日 

时间 内容 人员 单位 

08:30-09:00 开幕式        嘉宾致辞     大会合影 

             大会报告 

09:00-09:35 待定 谭蔚泓院士 湖南大学 

09:35-10:10 
聚氨基酸担载纳米药物的设计与制备及其肿瘤 

治疗评价 
陈学思院士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

所 

10:10-10:45 微机器人细胞操作技术 孙东院士 香港城市大学 

10:45-11:00 茶歇 

11:00-11:30 高性能医铁基微纳材料 顾宁 东南大学 

11:30-12:00 单细胞测序新器件新方法 杨朝勇 厦门大学 

12:20-14:00 午餐及休息 

14:00-14:30 
基于纳米传感与人工智能的呼气诊断重大疾病的专

家系统研制及转化 
崔大祥 上海交通大学  

14:30-15:00               待定 侯仰龙 北京大学 

15:00-15:30 生物材料与肿瘤免疫治疗 刘庄 苏州大学 

15:30-16:00 量子点：从活细胞合成到单病毒示踪和背光显示 庞代文 南开大学 

16:00-16:15 茶歇 

16:15-16:45 智能响应纳米生物材料功能化构建与疾病治疗  陈航榕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16:45-17:15      

17:15-17:45    

 

分论坛 

10 月 25 日 

                  分会场一： 微纳米机器人在医学上的应用                   主席：谢  晖 

时间 内容 人员 单位 

08:30-08:50 精准场控微纳机器人的医用基础研究 冯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08:50-09:10 基于微神经电极的结肠生物机器人 郑小林             重庆大学 

09:10-09:30 微纳增材制造与微纳操作机器人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 刘媛媛 上海大学 

09:30-09:50 生物医用微纳米机器的制备与诊疗应用探索 马星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09:50-10:10 面向肿瘤治疗的显微注射与在体监测  赵新 南开大学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Intelligent Polymer-based Sensors and Actuators 杜学敏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10:45-11:05 三维 DNA 纳米机器的构建及在疾病体外快检中的应用 李峰 四川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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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11:25 磁驱动软体薄膜微型机器人的路径跟踪控制 徐天添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11:25-11:45 如何设计纳米机器人应对重大疾病治疗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毛春 南京师范大学 

11:45-12:05 微磁力智能调控与疾病治疗 成昱 同济大学 

12:05-14:00                                        午餐及休息 

14:00-14:20 无线供能的介入式胃肠道无创诊疗微型仿生机器人系统研究 姜萍萍 上海交通大学 

14:20-14:40    

 

                      

10 月 25 日 

                     分会场二： 微纳创新诊疗方法                          主席：申有青 

时间 内容 人员 单位 

08:30-08:50 自驱动生物电子器件 李舟 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 

08:50-09:10 光响应功能微纳米诊疗材料及应用 李万万 上海交通大学 

09:10-09:30 
Nanozyme: Design and functionalization for tumor 

theranostic 
范克龙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09:30-09:50 纳米抗体 CAR-T 细胞创新疗法  卢小玲 广西医科大学 

09:50-10:10 无标记白血病细胞分析深度学习微流控细胞术 苏绚涛 山东大学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面向癌症治疗的含铂功能高分子 周东方 南方医科大学 

10:45-11:05 基于精密微纳材料与微纳技术的创新生物检测技术 徐宏 上海交通大学 

11:05-11:25 
Porous nano-materials and biomedical micro-devices for bio-

modulation applications 
方寅 同济大学 

11:25-11:45 激活 STING 的纳米疫苗在肿瘤免疫治疗中的作用 罗敏 复旦大学 

11:45-12:05 多功能纳米材料的高效合成与肿瘤诊疗研究 唐建斌             浙江大学 

12:05-14:00                                                 午餐及休息 

14:00-14:20 
Highly Branched Poly(β -amino ester)s as Non-viral 

Gene Delivery Vectors 
周德重           西安交通大学 

14:20-14:40 生物可降解纳微颗粒在“合成疫苗工程”中的应用 马光辉 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14:40-15:00 纳米磁诊疗 樊海明            西北大学 

15:00-15:20 
Active Transcytosis Enabling Efficient Tumor Extravasation and 

Penetration of Nanomedicine for Potent Anticancer Activity 
申有青            浙江大学 

15:20-15:40    

 

                      

10 月 25 日 

                     分会场三： 微纳生物医学传感与检测技术                 主席：刘清君 

时间 内容 人员 单位 

08:30-08:50 基于微纳生物传感器的生物分子检测 毛红菊 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08:50-09:10 基于 SERS 纳米标签的新型免疫试纸分析方法 赵祥伟 东南大学 

09:10-09:30 微纳生物医学器件 谢曦 中山大学 

09:30-09:50 便携式与穿戴式生化传感检测技术 刘清君 浙江大学 

09:50-10:10 移动数字检测与医学物联网的融合应用 郭劲宏 电子科技大学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基于纳米纤维素与CBM亲和的杂合酶葡萄糖生物传感器 史建国 山东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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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11:05 基于纳米生物传感外泌体检测新方法的研究 张国军 湖北中医药大学 

11:05-11:25 高性能低功耗呼吸监测用气体传感器的研究 朱志刚 上海理工大学 

11:25-11:45 金属有机框架在生物传感器中的应用 吴春生 西安交通大学 

11:45-12:05 集成化人体表皮全柔性可穿戴心电采集系统 陈达 山东科技大学 

12:05-14:00                                    午餐及休息 

14:00-14:20 基于生物电阻抗谱（EIS）的体外循环系统血栓监测研究 李建平 浙江师范大学 

14:20-14:40 基于分子动态追踪的超灵敏生物传感技术 余辉 上海交通大学 

14:40-15:00 
Nano-spherical atomic force microscopic probe for biomechanical meas-

urement 
胡欢 浙江大学 

15:00-15:20 电化学微传感芯片在疾病相关标志物检测中的应用研究 张源 上海大学 

15:20-15:40 单细胞核酸组装与扩增分析 赵永席 西安交通大学 

15:40-15:55                                       茶歇 

15:55-16:15 漏声表面波生物传感器检测系统在临床检测中的应用 陈鸣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西南医院） 

16:15-16:35 基于仿生微流控的数字 PCR 与数字 ELISA 吴天准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16:35-16:55 功能核酸型电化学生物传感技术在全血样本中的检测应用 李辉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16:55-17:15 功能核酸纳米结构及其肿瘤诊疗应用研究   吴再生 福州大学 

17:15-17:35 基于微流控芯片的单细胞分析 葛玉卿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  

17:35-17:55 核酸分子计算在肺癌诊断中的应用 韩达 上海交通大学 

17:55-18:15 单细胞检测与传感器 陈健 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 

         10 月 26 日 

时间 内容 人员 单位 

08:30-08:50 靶向多肽探针生物传感及活体分子影像 王蔚芝 北京理工大学 

08:50-09:10 
SERS-Active MIL-100(Fe) Sensory Array for Ultrasensitive and 

Multiplex Detection of VOCs 
李敏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基于拉曼光谱的生物医学成像技术   刘定斌 南开大学  

09:10-09:30 基于 SERS 光谱的中亚高发病的早期诊断研究 吕小毅 新疆大学  

09:50-10:10 微纳米孔道限域空间的靶标与探针的相互作用 夏帆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生物纳米探针的制备及相关检测技术的应用 李楠 暨南大学 

10:45-11:05 有机-无机杂化胶束材料及其生物应用 李永生 华东理工大学 

11:05-11:25 石墨烯量子点的性质调控及光学和电化学传感 奚凤娜 浙江理工大学 

11:25-11:45 基于纳米生物芯片的外泌体检测技术及癌症早期诊断应用 胡家铭 华南师范大学 

11:45-12:05 基于 CRISPR 的新一代检测技术 罗阳  重庆大学医学院 

 

10 月 25 日 

                     分会场四： 纳米分子医学成像                           主席：王强斌 

时间 内容 人员 单位 

08:30-08:50              纳米自组装在分析检测的应用 王铁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08:50-09:10 体内原位自组装生物纳米探针 王 浩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09:10-09:30 有机半导体光学纳米探针及生物医学应用 吴长锋 南方科技大学 

09:30-09:50 眼见为实的先进荧光活体影像技术 王强斌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

所 

09:50-10:10 细胞内的 CBT-Cys 点击反应放大成像信号 梁高林 东南大学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磁性粒子成像及活体分析 宋国胜  湖南大学 

10:45-11:05 分子成像技术研究细胞膜结构 王宏达  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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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11:25 固态发光探针与原位成像 张晓兵 湖南大学 

11:25-11:45 诊疗一体化分子影像探针 刘刚  厦门大学 

11:45-12:05 硅基纳米生物成像与传感分析 何耀             苏州大学 

12:05-14:00                                                午餐及休息 

14:00-14:20 脑电流响应磁共振探针定位“隐匿型”癫痫致痫灶  李聪             复旦大学 

14:20-14:40 深红荧光碳点的合成及其在生物成像中的应用 毕红 安徽大学 

14:40-15:00 脑氧化应激的新工具新方法及分子机制研究  田阳 华东师范大学 

15:00-15:20 荧光识别染料及其纳米靶向载药体系在癌症诊疗中的应用 樊江莉 大连理工大学  

15:20-15:40 纳米探针与活体成像 高明远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 

15:40-15:55                                                茶歇 

15:55-16:15 仿生粘附可控界面 王树涛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16:15-16:35 基于含氟侧链两亲性聚多肽的超声造影微泡 刘世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6:35-16:55 近红外二区小分子探针和活体成像 洪学传 武汉大学 

16:55-17:15 T1-加权磁共振成像造影剂 沈折玉 南方医科大学 

17:15-17:35 纳米 PET 分子显像 唐刚华 中山大学 

17:35-17:55 纳米闪烁体与 X 射线发光分析新方法  杨黄浩 福州大学 

10 月 26 日 

时间 内容 人员 单位 

08:30-08:50 基于纳米颗粒肿瘤多模态分子成像和治疗的研究  张瑞平 山西医科大学  

08:50-09:10    

 

 

 

                       

10 月 25 日 

                     分会场五： 纳米生物材料                                主席：张先正 

时间 内容 人员    单位 

08:30-08:50 纳米酶：下一代人工模拟酶 魏辉 南京大学 

08:50-09:10 纳米纤维支架用于骨组织修复 丁彬 东华大学 

09:10-09:30 基于π电子耦合的异质结构纳米载体材料 张吉喜 重庆大学 

09:30-09:50 DNA 生物功能材料 仰大勇 天津大学 

09:50-10:10 
金属离子诱导高分子纳米团聚体的诱人光物理性质及高效光

能利用 
唐建国 青岛大学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活细胞深低温冷冻保存中的纳米电磁复温技术 赵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0:45-11:05 具有肿瘤微环境响应的纳米生物材料的构建及其应用 钱志勇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1:05-11:25 Hydroxyethyl starch based smart nanomedicine 李子福             华中科技大学 

11:25-11:45 待定 张先正 武汉大学 

11:45-12:05 多功能纳米生物材料的构建及抗肿瘤应用的研究 刘奕静 华中科技大学 

12:05-14:00                                午餐及休息 

14:00-14:20 分子纳米医学工程--机遇与挑战  古宏晨 上海交通大学 

14:20-14:40 聚多巴胺基纳米多孔膜及其生物应用 饶静一 华中科技大学 

14:40-15:00 智能纳米药物克服肿瘤顺铂适应耐受 郭伟圣 广州医科大学 

15:00-15:20 微波刺激响应材料的生物效应与肿瘤治疗研究 孟宪伟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15:20-15:40 疾病诊断用稀土纳米探针 周晶 首都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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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0-15:55                                    茶歇 

15:55-16:15 硒纳米医学与肿瘤免疫细胞治疗 陈填烽 暨南大学 

16:15-16:35 磷酸钙纳米材料生物医学应用研究 韩颖超 武汉理工大学 

16:35-16:55 协同免疫治疗的智能巨噬细胞外泌体 谢海燕 北京理工大学 

16:55-17:15 基于金属-有机框架纳米材料的细胞保存及功能化 朱伟 华南理工大学 

17:15-17:35 光动力学精准抗肿瘤纳米药物 李仕颖 广州医科大学 

17:35-7:55    

 

 

 

                   

10 月 25 日 

                     分会场六： 微纳生物医疗器械设计和制造                主席：倪中华 

时间 内容 人员 单位 

08:30-08:50 微阵列聚焦电泳技术设备及其临床诊断应用 曹成喜 上海交通大学 

08:50-09:10 高性能微机电系统微生物燃料电池 任豪 上海科技大学 

09:10-09:30 微纳生物医疗器械设计和制造 何农跃 东南大学 

09:30-09:50 磁性纳米药物：赋能电磁生物效应的医学应用    孙剑飞 东南大学  

09:50-10:10  医疗器械微纳仿生功能表面构建与应用  梁春永 河北工业大学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Optical super-resolution metalens and microscope 陈刚 重庆大学 

10:45-11:05 
中空多孔磁性纳米颗粒靶向聚集及控制释放淫羊藿素促

进小鼠骨折愈合的研究   
王鹏 南京大学 

11:05-11:25 基于磁纳米粒子的核磁共振温度计 刘文中 华中科技大学 

11:25-11:45 
《bionic perception with in-sensor analytics

》 内分析仿生传感 
胡本慧 南京医科大学 

 

                    

10 月 25 日 

      分会场七： 纳米药物与递送系统                            主席：蒋晨 

时间 内容 人员 单位 

08:30-08:50 DNA 自组装纳米载体 顾月清 中国药科大学 

08:50-09:10 自组装多肽用于抗肿瘤药物递送研究 刘鉴峰 中国医学科学院 

09:10-09:30 生物可降解纳米银在疾病治疗中的应用 周文虎 中南大学湘雅药学院 

09:30-09:50 脂质体药物体内递送过程研究 占昌友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 

09:50-10:10 活体药物及递送新策略 刘尽尧 上海交通大学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化学合成CXCR4拮抗多肽纳米胶束对急性髓系白血病的治疗

研究 
许海燕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 

10:45-11:05 纳米碗支撑的阿霉素脂质体   方超 上海交通大学 

11:05-11:25 脑靶向递释策略 蒋晨            复旦大学 

11:25-11:45 靶向清除血中致癌外泌体到肠道   贾力 闽江大学 

11:45-12:05  离子通道靶标抗肿瘤药物发现与纳米载药系统研发   安海龙 河北工业大学  

12:05-14:00                                            午餐及休息 

14:00-14:20 多功能纳米材料的制备及在药物运载及成像分析中的应用 丁彩凤 青岛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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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4:40 
多功能仿病毒基因载体的构建及其递送 CRISPR-Cas 基因编

辑系统在肿瘤治疗中的作用研究  
巩长旸 四川大学  

14:40-15:00      基于“纳米活性载体”的纳米药物递送系统设计 张振中 郑州大学 

15:00-15:20 基因编辑递送系统的研究 平渊               浙江大学 

15:20-15:40 纳米递药系统经鼻给药脑靶向研究  丁志英 吉林大学   

15:40-15:55                                             茶歇 

15:55-16:15 响应性抗肿瘤药物传输系统的构建与疗效研究 罗忠 重庆大学 

16:15-16:35 磁粒子在微粒靶向肿瘤细胞内外及释药中的应用研究   朱铉 厦门大学 

16:35-16:55 用于抑制炎症风暴的跨粘液层 siRNA 递送系统 殷黎晨 苏州大学  

16:55-17:15 癌症的光治疗纳米药物 陆伟   复旦大学 

17:15-17:35 纳米递氧药物 吴锦慧 南京大学 

17:35-17:55 微纳米药物递送系统眼部应用的系统性评价 南开辉 温州医科大学 

10 月 26 日 

时间 内容 人员 单位 

08:30-08:50 纳米载药系统用于结肠炎及结肠癌的治疗研究 张明真  西安交通大学 

08:50-09:10 细胞外囊泡在肿瘤免疫联合治疗中的研究 张志平  华中科技大学 

09:10-09:30  多功能纳米载体提高肿瘤化疗免疫治疗效果   张娜  山东大学 

    

 

 

 

 

10 月 26 日 下午 

参观：厦门大学嘉庚创新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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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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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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于 2020 年任期届满，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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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 年 7 月 20 日，推选工作得到全国近 200 家单位积极响

应，取得重大进展。 

2020 年新冠疫情突发，学会经与上级单位沟通，本着对广大会员负责并做好换届选举工作的原则，

换届工作拟延期进行。基于此，学会将延长第四届理事候选人推选期限，在此期间将继续受理理事候选

人推荐材料。 

学会正与各上级部门积极沟通相关事宜，并将提请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审议通过后正式公布。第四届

理事候选人推选期限也将于最新截止日期前至少 1 个月对外公布。请各有关单位继续开展推荐工作，并

加快推进，做好学会第四届理事候选人推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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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选通知及相关附件详见附件。 

联 系 人： 刘颖、张倩倩 

联系电话： 010-62796707、15300022730、18811456626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2020 年 7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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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二十二届学术年会第三轮会议通知 

原定于 2020 年 9 月 18-21 日在哈尔滨市举办的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二十二届学术年会

（CSMNT2020）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大会组委会研究决定对年会组织形式作如下调整： 

1. CSMNT2020 改为线上举办，会议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19-25 日，称为 CSMNT2020 云•年会活动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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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为 CSMNT2021）将于 2021

年 9 月份继续在哈尔滨市敖麓谷雅酒店举办。 

CSMNT2020 云•年会活动周为我学会学术年会的线上组织形式，为保障活动周的顺利进行，组委会

将竭力做好各方沟通，保证参会代表有一个全新、畅通、良好的参会体验。诚挚地邀请您参与，期待与

您就 2020 年度微米纳米技术最新研究成果进行云端交流，携手应对各种挑战、实现创新发展！ 

 

日 程 安 排 

日期 时间 会议内容 参会方式 

9 月 19 日 09:00-12:00 开幕式、大会报告  

 

【电脑端】

https://wx.vzan.com/live/ch

annelpage-199405 

【手机端】 

9 月 19 日 19:00-21:30 
分会场一：微纳传感器/执行器 

分会场二：微纳光子器件及制造 

9 月 20 日 19:00-21:30 
分会场三：微纳机电系统 

分会场四：微纳医药及传染病和新冠肺炎诊疗 

9 月 21 日 19:00-21:30 
分会场五：微纳加工与集成技术 

分会场六：微纳米马达与智能机器人 

9 月 22 日 19:00-21:30 
分会场七：微纳操作机器人及其应用 

分会场八：微纳材料与器件 

9 月 23 日 19:00-21:30 
分会场九：微纳表征与测量 

分会场十：微纳仿生制造 

9 月 24 日 19:00-21:30 
分会场十一：微纳能源技术 

分会场十二：微纳流控芯片系统与应用 

9 月 25 日 19:00-21:30 

分会场十三：微纳超表面 

分会场十四：微纳米力学与表征技术 

分会场十五：微纳米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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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织 机 构 

【主办单位】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承办单位】 

哈尔滨工业大学  黑龙江大学 

【支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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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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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文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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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 主 席：唐  飞   张宇峰   赵晓锋 

委    员： 常洪龙 陈   兢 陈华伟 褚家如 丁建宁 方  群 高  杨  官建国  黄庆安 

 黄  坤 贺   强 金仲和 李   玲 李  倩 李隆球 刘  冲 刘  胜 刘军山 

 刘  俭 刘景全 陆  洋 马岸英 缪向水 钱林茂 石庚辰 石志宏 宋玉军 

 苏  伟 唐智勇 田文超 王曾晖 王大志 王卫东 王  玮 王欣然 王漱明 

 王曾晖 韦学勇 温志渝 吴学忠 吴亚林 吴一辉 夏善红 许建中 谢  晖 

 杨  湛 杨  睿 杨卓青 叶雄英 苑伟政 俞叶峰 张海峰 张其清 张大成 

 张大伟 张德远 赵亚溥 赵玉龙 朱  健     

【大会秘书处】 

主办单位： 李  娟 刘   颖 张佳惠       

承办单位： 张海峰 李  玲     （按姓氏拼音排序） 

重要时间节点 

● 会议手册公布日期：2020 年 9 月 5 日 

● 全文提交截止日期：2020 年 9 月 18 日 

● 年会活动周日期：2020 年 9 月 19-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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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稿 论 文 

（一）投稿论文录用结果已在年会网站 http://annual2020.csmnt.org.cn 公布，请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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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会议录用且需发表的论文，请于 2020年 9月 18 日前将论文英文全文发送至邮箱 csmnt@mail.tsinghua.edu.cn，

全文模板请在会议网站下载； 

（四）请务必注意论文的英文质量，英文质量不好的论文，期刊将拒绝发表，会议不退稿件审理费； 

（五）本届年会分会场交流以邀请报告为主，会议录用论文如需在线 oral 交流，请于 2020 年 8 月 15 日前向会务

组申请（邮件至 csmnt@mail.tsinghua.edu.cn），会务组将根据审稿意见及分会场安排确定。 

注 册 交 费 

（一）会议注册费 

参会形式 注册费标准 参会权益 备注 

全程参会 

1. 66 元/人 

2. 55 元/人（6 人以上

团报） 

 

1. 可参与 CSMNT2020 云•年会活

动周频道内所有直播； 

2.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回看本频道

内所有视频。 

1. 团报详细内容请查阅频道参

团“详细规则”； 

2. 按会场参会，不支持团报； 

3. 如相关报告专家未授权回

放，则该报告不支持回看。 按会场参会 15 元/人/单场会议 

1. 可参与购买单场会议（含主会场

或分会场）的直播； 

2.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回看购买会

场的所有视频。 

（二）稿件审理费 

1. 会议录用论文如需推荐至期刊发表，还需交纳稿件审理费（包括审稿费、稿件处理费、部分出版费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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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元或 100 美元。 

（三）注册交费方式 

费用类型 支付方式 

会议注册费 

1. 仅支持会议直播平台在线办理； 

【电脑端】https://wx.vzan.com/live/channelpage-199405 

【微信端二维码】 

2. 注册费需本人办理，请勿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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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审理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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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邮局汇款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精仪系 4102B 室 

邮编：100084 

收款人：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3. 在线支付（微信或支付宝扫码支付） 

（四）会议发票 

1. 会议提供电子版增值税普票，扫码自助开票； 

2. 提交发票申请时务必注明“姓名+手机号+论文 ID”（如无论文，论文 ID 则无需填写）。 

 

 

 

 

联 系 方 式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秘书处办公室 

【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 4102B 室，100084 

【联系人】论文论文&期刊：李老师，010-62772108 

          赞助&直播：刘老师，010-62796707、1530002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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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播平台】https://wx.vzan.com/live/channelpage-199405 

【承办方联系方式】：张海峰 moonzhf@163.com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202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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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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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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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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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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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