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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大会

— 会议简介 —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学术年会暨国际会议”是我国微米纳米领域的年度

盛会。迄今为止，成功举办国内会议二十三届、国际会议十二届，旨在为国内外

微纳科技工作者提供一个国际化交流平台。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二十四届学术年会暨第十三届国际会议（简称

CSMNT2022）定于 2022 年 12 月 10-14 日在线上召开，本届大会由哈尔滨工业大

学、黑龙江大学、微系统与微结构制造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联合承办，机电动态控

制重点实验室、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深圳大学、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

院协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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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以“微纳科技•芯启未来”为主题，聚焦高端芯片、微纳传感器、智能

微系统、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智能信息、新材料、生物医疗等重点及关键前沿

领域，以期推进我国微米纳米及相关领域的学术交流、学科交叉融合、科技成果

转化，为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突破发展贡献力量。

— 参会提醒 —

（一）会议注册及参会方式

参会形式 注册费标准 参会权益 参会方式

全场会议 300元/人  可观看所购会场内的报告直

播；

 2023年 6月 30日前回看所

购报告视频（专家未授权的

报告除外）。

主会场 200元/人

专题分会场 50元/人/单场会议

（二）注册方式：请通过年会官网（http://annual2022.csmnt.org.cn）报名参会，

联系会务组获取直播码观看。

（三）会务组联系方式：刘老师 15300022730(微信同号）、耿少辰老师

13717808505（微信号 GSCfigma)、张老师 18811456626（微信同号）。

（四）特别提醒：2022年 12月 9日 17：00前在年会注册的参会代表直播码将

发送至网站注册邮箱，在此时间之后及会中注册请联系会务组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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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日程

— 日程总览 —

日期 12月 10日 周六 12月 11日 周日 12月 12日 周一

上午 大会报告
分会场三【Part1】

分会场四
/

下午 大会报告
分会场三【Part2】

分会场五【Part1】
/

晚上
分会场一

分会场二

分会场五【Part2】

分会场六【Part1】
分会场六【Part2】

日期 12月 13日 周二 12月 14日 周三

上午 / /

下午 / /

晚上 分会场七 分会场八

— 全体会议 —

全体会议

— 12月 10日 —

时间 类别 报告题目 报告人

9:00-9:40 大会报告 1 从科学、工程到产业：石墨烯材料的创新实践 刘忠范

9:40-10:20 大会报告 2 新一代国家测量体系与质量强国建设 谭久彬

10:20-11:00 大会报告 3 MEMS技术与产业发展历程透析 黄庆安

11:00-11:40 大会报告 4
设计即所得的MEMS芯片制造技术模式

探索
张大成

中午休息

14:00-14:40 大会报告 5
Magnetic Metasurfaces for Ultrafast Spin

Manipulation by Light
Vladimir Belotelov

时间段

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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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15:20 大会报告 6 超微量、高通量微流控分析和筛选 方 群

15:20-16:00 大会报告 7
有机太阳能电池的聚集态结构调控与大面积柔性器

件
魏志祥

16:00-16:40 大会报告 8 从 RFMEMS到射频微系统 朱 健

16:40-17:20 大会报告 9 微小复杂结构能场复合成形技术研究进展 郭 斌

— 专题分会场 —

分会场一：微纳传感器

— 2022年 12月 10日晚上 —

时间 类别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18:30-18:50 邀请报告 飞行器气动多物理场柔性数字化测量技术 黄永安 华中科技大学

18:50-19:10 邀请报告 光纤微结构器件及传感应用 王义平 深圳大学

19:10-19:30 邀请报告
基于压电晶体的超高温力/热传感技术基础研

究进展
谭秋林 中北大学

19:30-19:50 邀请报告 心电传感器电极的设计、制造及应用探索 陆龙生 华南理工大学

19:50-20:10 邀请报告 五元环二维材料与传感器件 梁齐杰 松山湖材料实验室

20:10-20:30 邀请报告 新型声表面波传感器及其超敏探测 周 剑 湖南大学

20:30-20:50 邀请报告 MoS2气敏特性与仿真分析 曹伽牧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50-21:10 邀请报告 ZnO纳米线异质结传感器 孟建平
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

源与系统研究所

21:10-21:30 邀请报告
具有长期工作稳定性的气体分子传感器构筑

及其痕量 VOCs检测
张国柱 华东理工大学

21:30-21:50 邀请报告
亚纳米碳管内离子扩散与迁移的不同机制研

究
李忠武 中国矿业大学

分会场二：微纳机电系统

— 2022年 12月 10日晚上—

时间 类别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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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18:50 邀请报告 柔性人工肌肉技术及其机器人应用 赵慧婵 清华大学

18:50-19:10 邀请报告 MEMS陀螺接口电路与控制系统 李 崇 中国海洋大学

19:10-19:30 邀请报告 “传感-计算”共融的智能MEMS谐振式传感器 邹旭东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

新研究院

19:30-19:50 邀请报告
面向通信基站的高精度MEMS谐振器及振荡

器研究
吴国强 武汉大学

19:50-20:10 邀请报告 石墨烯纳机电系统（Graphene NEMS） 范绪阁 北京理工大学

20:10-20:30 邀请报告

Thermal MEMS: from basic research to
advanced technology using CMOS MEMS

foundry processes
李贻昆 香港科技大学

20:30-20:50 邀请报告

Ultrawide Bandgap Gallium Oxide
(β-Ga2O3) Resonant

Nan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 (NEMS)
郑旭骞 南京邮电大学

20:50-21:10 邀请报告
二维纳机电谐振器中的耗散调控以及谐振与

声子模态的耦合
杨 睿 上海交通大学

21:10-21:30 邀请报告
多敏感机制蝶翼式MEMS传感器及其模态耦

合效应
周 鑫 国防科技大学

分会场三：微纳米生物医药【Part1】

— 2022年 12月 11日上午 —

时间 类别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8:30-8:50 邀请报告
我国高端制剂从基础研究向应用转化的发展

战略思考
陆伟跃 复旦大学

8:50-9:10 邀请报告 Aptamer Meets Nano-sized Exosomes 段 维
Deakin University,

Australia

9:10-9:30 邀请报告 基于纳米技术的肿瘤创新治疗技术 聂广军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9:30-9:50 邀请报告 肿瘤靶向纳米药物的构建 钱志勇 四川大学

9:50-10:10 邀请报告
循环肿瘤细胞表面增强拉曼光谱精准检测技

术
吴爱国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

术与工程研究所

10:10-10:30 邀请报告 可溶性微针技术研究及其应用进展 吴传斌
暨南大学高端药物制剂

研究院

10:30-10:50 邀请报告 医用游动纳米机器人 贺 强 哈尔滨工业大学

10:50-11:10 邀请报告
荧光/PET分子影像技术在药物开发中的应用

研究
陈 浩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

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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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1:30 邀请报告
近红外二区成像技术进展与成像信噪比优化

方法
艾中凯

上海恒光智影医疗科技

有限公司

11:30-11:50 邀请报告

HyperVR: a Hybrid Deep Ensemble Learning
Approach for Simultaneously Predicting

Virulence Factors and 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

张湘莉

兰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

究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

所

11:50-12:10 邀请报告
Application of Bioinformatics in Pharmacy,

Biomedicine & Health

FAEZ
IQBAL
KHAN

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

—【Part2】2022年 12月 11日下午 —

时间 类别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14:00-14:20 邀请报告

Materials Science Innovation in Medicine:
“Training” the Drugs/Therapeutics to be

Smarter
陶 伟

哈佛大学医学院/哈佛

附属布莱根妇女医院

14:20-14:40 邀请报告
新型基因递送纳米载体-高度支化聚（β-氨基

酯）的研发及核酸药物应用
王文新

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医学

院/安徽理工大学/浙江

大学

14:40-15:00 邀请报告 mRNA纳米药物研发 宋相容 四川大学

15:00-15:20 邀请报告 LNP的 Unchained Labs方案：从制备到分析 毛 禹
非链（上海）贸易有限

公司

15:20-15:40 邀请报告
ABCB11/BSEP对胆汁酸的调节作用及对肝癌

发生发展的影响
刘中秋 广州中医药大学

15:40-16:00 邀请报告 微纳米技术在中药领域的基础及应用研究 奉建芳 广西中医药大学

16:00-16:20 邀请报告
Nanotechnology for Boosting theTherapeutic
Efficac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胡凯莉 上海中医药大学

16:20-16:40 邀请报告 复杂（微纳米）注射剂的研究与创新 何 军
医药先进制造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

16:40-17:00 邀请报告 民族药新药研发阶段的循证研究探讨 李治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

尔医院

17:00-17:20 邀请报告
基于中药没食子和铋剂构建新型载药系统及

其胃溃疡的治疗作用
韩 博 石河子大学

17:20-17:40 邀请报告
基于肠道转运体调控二肽药物口服吸收的研

究
姜琪坤 沈阳药科大学

分会场四：微纳加工与集成技术

— 2022年 12月 11日上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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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类别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8:30-9:00 主题报告 基于MEMS的植入式脑机接口器件研究 刘景全 上海交通大学

9:00-9:20 邀请报告
纳米材料超快激光加工及功能器件制备研究

进展
闫剑锋 清华大学

9:20-9:40 邀请报告 微纳制造与氮化镓基半导体光电子器件 周圣军 武汉大学

9:40-10:00 邀请报告 基于纳米光学天线的超灵敏病毒抗原传感器 臧法珩 上海交通大学

10:00-10:20 邀请报告
压电微型超声波换能器（PMUT）的研发与应

用
卢奕鹏 北京大学

10:20-10:40 邀请报告 激光直写制造柔性电子与系统集成 徐凯臣 浙江大学

10:40-11:00 邀请报告
非硅纳流控：石墨烯纳米孔加工原理与应用探

索
王路达 北京大学

11:00-11:20 邀请报告 可植入型柔性电子器件及其生物医学应用 杨翌元 麻省理工学院

分会场五：微纳米智能机器人

— 【Part1】2022年 12月 11日下午 —

时间 类别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14:00-14:15 邀请报告
表面张力与磁场力协同的微马达运动及其精

准组装
石 峰 北京化工大学

14:15-14:30 邀请报告
Circular Swimming Motility and Disordered
Hyperuniform State in an Algae System

张何朋 上海交通大学

14:30-14:45 邀请报告 胃部极酸性环境精准诊疗 陈 卓 湖南大学

14:45-15:00 邀请报告 3D打印用于体外诊断的微型磁控软体机器人 张 翼 电子科技大学

15:00-15:15 邀请报告 生物材料临床转化初步探索 周 民 浙江大学

15:15-15:30 邀请报告 可变形磁性微纳米机器人 崔继斋 复旦大学

15:30-15:45 邀请报告
超组装框架(SAFs)异质结构微纳机器人的设

计制备及应用
孔 彪 复旦大学

15:45-16:00 邀请报告 液态金属微机器人 李相鹏 苏州大学

16:00-16:15 邀请报告 微机器智能化的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 黄天云 北京大学

16:15-16:30 邀请报告
Bidirectionally Phototactic Artificial

Micromotor
杨明成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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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6:45 邀请报告 超声富集分析 许太林 深圳大学

16:45-17:00 邀请报告 微藻衍生的微纳米机器人及其生物应用 鄢晓晖 厦门大学

17:00-17:15 邀请报告 轮形磁驱微纳机器人集群设计及运动控制 周德开 哈尔滨工业大学

17:15-17:30 邀请报告 基于光电镊的微纳操作机器人技术及应用 张帅龙 北京理工大学

— 【Part2】2022年 12月 11日晚上 —

时间 类别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18:30-18:45 邀请报告
Transport of Active Particles through Cell

Membrane
燕立唐 清华大学

18:45-19:00 邀请报告 可编程胶体马达集群 贺 强 哈尔滨工业大学

19:00-19:15 邀请报告 光响应性微马达的制备与可重构自组装 张泽新 苏州大学

19:15-19:30 邀请报告 生物医用微纳米机器的构建与诊疗应用探索 马 星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19:30-19:45 邀请报告 智能纳米药物载体设计与合成 李晓民 复旦大学

19:45-20:00 邀请报告 基于物理场的微纳操作与微纳米机器人技术 冯 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00-20:15 邀请报告
基于微流控的微纳米机器人技术及生物医学

应用
刘笔锋 华中科技大学

20:15-20:30 邀请报告 Biomimetic Swarming Micro/nanorobots 牟方志 武汉理工大学

20:30-20:45 邀请报告 微纳超声机器人技术：原理及应用 芦小龙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45-21:00 邀请报告 非轴对称结构微纳米马达的构建与运动行为 许蕾蕾 武汉理工大学

21:00-21:15 邀请报告 双功能生物杂化磁驱动微马达 董任峰 华南师范大学

21:15-21:30 邀请报告
可重构软物质微型机器人的微纳制造与集群

控制
金东东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21:30-21:45 邀请报告
Biohybrid Miniature Robots with Targeted

Delivery
王 奔 深圳大学

分会场六：微纳材料与器件

— 【Part1】2022年 12月 11日晚上 —

时间 类别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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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18:50 邀请报告
高性能纳米金属线柔性电极材料制备及器件

应用研究
田艳红 哈尔滨工业大学

18:50-19:10 邀请报告 便携式 DNA水凝胶生化传感器的研究 李延生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19:10-19:30 邀请报告
多模纳米药物的口服化及其输运特性和抗肝

部肿瘤疗效机制研究
宋玉军 北京科技大学

19:30-19:50 邀请报告 电控二维磁性材料磁相变 王以林 山东大学

19:50-20:10 邀请报告 锂空气电池阴极催化剂的构筑 岳光辉 厦门大学

20:10-20:30 邀请报告 自供电的微流体电动操控系统 任玉坤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30-20:50 邀请报告

A Paper-based Microfluidic Sensor
Integrated Ion Imprinted Polymer and rGO

For Electrochemical Detection of Cadmium in
Water

胡敬芳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20:50-21:10 邀请报告 面向绿氢开发及利用的自旋催化材料研究 潘 伦 天津大学

21:10-21:30 邀请报告

Superconducting Diode Effects in
Nanostructured Superconductors and
Superconductor/Ferromagnet Hybrids

Zhi-Li
Xiao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United

States

— 【Part2】2022年 12月 12日晚上 —

时间 类别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18:30-18:50 邀请报告
Single Photon Emitters Based on Dipole

Emitters in Metamaterials

VENU
GOPAL
ACHAN
TA

NATIONAL
PHYSICAL

LABORATORY

18:50-19:10 邀请报告 界面耦合磁性纳米材料制备及生物应用研究 王秀瑜 浙江大学

19:10-19:30 邀请报告 基于纳米森林结构的MEMS湿度呼吸传感器 毛海央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

所

19:30-19:50 邀请报告
基于柔性光化学生物传感器的疾病早期诊断

研究
姜 楠

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

与法医学院

19:50-20:10 邀请报告 基于合成泡沫的水下声隐身毯 贾 晗 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20:10-20:30 邀请报告
纳米-微米-宏观等级孔水凝胶的 3D生物打印

及其应用研究
应国量

四川大学华西基础医学

与法医学院

20:30-20:50 邀请报告 纳米颗粒在细胞内的三维输运动力学 李 辉 北京师范大学

20:50-21:10 邀请报告 柔性可拉伸电极材料的设计与制备 廖擎玮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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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七：柔性微纳材料与器件

— 2022年 12月 13日晚上 —

时间 类别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18:30-18:50 邀请报告 高性能电子皮肤的研发及其应用 郭传飞 南方科技大学

18:50-19:10 邀请报告 先进转印集成技术 宋吉舟 浙江大学

19:10-19:30 邀请报告 面向人机融合的智能软材料 臧剑锋 华中科技大学

19:30-19:50 邀请报告 可穿戴电化学传感及其自供能研究 朱 楠 大连理工大学

19:50-20:10 邀请报告 柔性器件中的微纳连接技术及应用 王 尚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10-20:30 邀请报告 E-Tattoos vs. E-Skins 鲁南姝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20:30-20:50 口头报告
Highly sensitive wireless LC flexible pressure
sensor based on CNT/PDMS composite

问 磊 东南大学

20:50-21:10 口头报告 柔性人工突触器件及其类脑感知应用 陆骐峰 西交利物浦大学

21:10-21:30 口头报告

Highly Sensitive Flexible Pressure Sensors
Based on Silk Fibroin Composite

Biopiezoelectric Film
李 琦 天津大学

21:30-21:50 口头报告

Prediction of the Wettable Parameters of an
Axisymmetric Large-volume Droplet on a

Microstructured Surface in Gravity
董 健 浙江工业大学

分会场八：微纳能源技术

— 2022年 12月 14日晚上 —

时间 类别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单位

18:30-18:50 邀请报告 低温碳电极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孟庆波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18:50-19:10 邀请报告
Rechargeable Aluminum Batteries for

Energy Storage
吴 川 北京理工大学

19:10-19:30 邀请报告 缺陷态对电子结构的影响 郝维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9:30-19:50 邀请报告 高性能全固态微型薄膜锂离子电池 黄晓东 东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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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20:10 邀请报告
三维径向结硅基薄膜电池及柔性光电传感应

用
余林蔚 南京大学

20:10-20:30 邀请报告

How Much Space is There beyond Integrated
Circuits?

集成电路之外有多大空间

王晓红 清华大学

20:30-20:50 邀请报告 金属卤化物量子点及光电转换器件 田建军 北京科技大学

20:50-21:10 邀请报告 电磁摩擦电混合式振动能量收集器件研究 谢立强 陆军工程大学

21:10-21:30 邀请报告
Near-Zero Power Integrated Microsystems

for the IoT
Zhenyu
n Qia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21:30-21:40 口头报告
MEMS集成能量收集器及其电源管理电路的

研究
张 森 东南大学

21:40-21:50 口头报告
过渡金属离子在正极/电解质界面迁移对 NCM

正极薄膜锂离子电池性能的影响
胡雪晨 东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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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会特邀报告介绍

大会报告 1：从科学、工程到产业：石墨烯材料的创新实践

刘忠范，北京大学教授，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

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1983年毕业于长春工业大学，1990

年获东京大学博士学位，1993年 6月回北京大学任教。主要从事

纳米碳材料研究，在石墨烯材料的化学气相沉积生长方法、规模

化生长工艺与装备、以及产业化应用方面做出一系列创新性和引

领性工作。发表学术论文 700余篇，申请中国发明专利 140余项，出版学术专

著、产业研究报告和科普著作 8部。

报告摘要：

石墨烯是碳材料家族的又一个传奇，拥有最高的电导率和热导率、以及轻质

高强、柔性、透明等无与伦比的特性。我们从 2008年开始进入石墨烯领域，重

点关注石墨烯材料的制备方法和杀手锏级应用探索。十四年来，在高质量石墨烯

薄膜的化学气相沉积生长方法、批量制备技术与装备、超级石墨烯玻璃、超级石

墨烯光纤、以及石墨烯基第三代半导体照明器件等方面不断取得突破，成为国际

上具有代表性的石墨烯研究团队。本报告将重点介绍北京石墨烯研究院/北京大

学团队的石墨烯新材料研发之旅、以及从科学、工程到产业的实践体会。

大会报告 2：新一代国家测量体系与质量强国建设

谭久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精密测量与仪器工程专家，中国

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超精密光电仪器工程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所长，仪器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致力

于高端装备制造中的超精密测量与仪器工程研究，提出多模复合

运动基准方法、多轴运动基准误差分离方法和主动负刚度隔微振

方法等。突破超精密运动基准等系列核心技术，研制成功 4种国家级计量标准装

置和 21种大型超精密测量仪器与超大型超精密测试装备。

报告摘要：

第一，介绍了我国建设质量强国面临的特殊问题与困难；

第二，分析了问题的根源；

第三，我国建设新一代国家测量体系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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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我国建设新一代国家测量体系的后发优势。

大会报告 3：MEMS技术与产业发展历程透析

黄庆安，东南大学 MEMS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2001-2018）。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2003）；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

计划”特聘教授（2004）；“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06）；

IEEE Fellow（2015）。英国《Journal of Micromechanics and

Microengineering》编委（2012-）。《传感技术学报》主编（2005-）。

曾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制造基础技术与关键部件”重点专项指南编制专家

（2016-2020）；“十二五”国家 863计划微纳制造技术主题专家组专家（召集

人），“十五”国家 863计划 MEMS重大专项总体组专家。以第一获奖人获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 2项、技术发明一等奖 1 项，

江苏省科学技术一等奖 1项。

报告摘要：

近年来，MEMS技术受到国家、地方、企业和社会关注，一方面源自人工

智能、物联网、工业 4.0、5G、元宇宙等迅猛发展对智能传感器提出的巨大需求，

另一方面，变革性技术 MEMS发展，使传感器迈入智能化发挥了关键作用。

MEMS特征在于：基于集成电路基础设施，在芯片上高精度并行制造传感

器，将敏感、信息处理及执行机构相结合（感存算一体），颠覆了传统传感器多

品种、小批量制造模式，改变了人类感知和控制外部世界的方式。

报告从 MEMS技术与产业发展历程透析美国的科研：既能获诺贝尔奖[原创

性研究]又能产出高科技产品[卡别人脖子]。重点是 MEMS里程碑技术[压阻效应、

表面微加工、硅各向异性刻蚀、晶圆键合、DRIE]和器件原型到商业化[压力传感

器、加速度计、陀螺；硅麦克风；DMD，GLM，IRFPA；谐振器，振荡器，RF

开关；FBAW，PMUT等]。

大会报告 4：设计即所得的MEMS芯片制造技术模式探索

张大成，国专业从事 MEMS芯片制造工艺、传感器芯片研制，工

艺环境规划管理 30年。负责建设管理北大微电子工艺实验，交叉

污染控制≤1ppm，实现 MOSFET和 MEMS芯片共线研制，至今

无同行超越；“在美国大学还没有类似的设施可与之媲美”（耶

鲁校长、理查德莱文，2005-12-15《新闻周刊》“来自中国的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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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基 MEMS加工技术及应用研究”获 2006年国家发明二等奖。

国内 MEMS业内首次：

 IEC标准“微结构键合强度检测方法”提案人，2017年 IEC 1906奖

 CMOS-SOG、CMOS-压阻、CMOS-牺牲层集成化工艺

 2004年成功开发并验证了压力计芯片百万量级规模制造技术

国际领先技术：

 压阻芯片“机电工艺”一体化模型，实现规模制造设计即所得

 系列工艺相关微结构力学特性原位片上试验方法，实现工艺质量监控

 以 EBL+DRIE制造 7nm宽，350nm，深宽比超 50:1纳尺度硅结构

报告摘要：

虽然硅工艺成为 MEMS芯片主流加工技术，但一芯片一工艺、反复迭代试

错的原始结构制造方式使硅工艺高效率的低成本大批量优势一直没有显现，

MEMS芯片从原理到市场的时间数十倍于集成电路芯片。针对这个问题，报告

从两个方面探索了 MEMS芯片产业化制造模式：

一、从硅工艺特点出发，分析集成电路制造和 MEMS芯片制造的共性与差

异，探索了基于机电工艺一体化模型、工艺质量监控方法、支持芯片设计的典型

微纳结构工艺相关力学特性参数在线提取方法的 MEMS芯片设计即所得制造模

式，以及局部技术突破的案例。

二、完全基于 CMOS工艺的压阻传感器芯片制造模式。

大 会 报 告 5 ： Magnetic Metasurfaces for Ultrafast Spin
Manipulation by Light

Vladimir Belotelov，Prof. V.I. Belotelov got his Master (2001)

and PhD (2004) degrees at Lomonosov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He made habilitation in 2013. Currently he is a principal

investigator at Russian Quantum Center and Moscow State

University.

Vladimir Belotelov is well known for his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nanophotonics, magneto-optics, plasmonics and ultrafast magnetism. He is

the author of more than 300 publications, of which more than 100 are

published articles in representative peer-reviewed scientific journals (Nature

Nanotechnology, Nature Communications,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Physical

Review X, Optica, Scientific Reports, etc.), chapters in four scientific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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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ore than 60 invited papers at scientific conferences. V.I. Belotelov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working abroad at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in

Germany, Australia, Italy, France and India.

The obtained results in the field of magnetoplasmonics and ultrafast

magnetism are both fundamentally important and of great practical importance,

since they can radically change the concept of designing optical components

of various devices and thus lead to a revolution in informat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 and sensor technologies.

报告摘要：

Optical control of the magnetization at ultrashort time scales attracts a

significant research attention. Launching and controlling magnons with laser

pulses opens up new routes for applications including optomagnetic switching

and all-optical spin wave emission and enables new approaches for

information processing with ultralow energy dissipation. However, optical

pumping of spins encounters several obstacles which partially prevent its

further progress towards applications. In particular, laser beam spot is

diffracted limited, which limits minimal magnetic bit size by a few hundred on

nanometers. Secondly, it is not possible to write bits with in-depth resolution.

As for the spin wave optical excitation, the efficiency is rather law which is not

competitive with conventional microwave means.

Here, we propose to marriage the laser-induced ultrafast magnetism and

nanophotonics to overcome the aforementioned obstacles and to gain new

functionalities. In this talk a kind of review of recent advances in this direction

achieved in our group will be presented [1-6].

In particular, we experimentally demonstrated that using light with the

wavelength of 800 nm and without any magnetic fields, it is possible to obtain

full control over two magnetic bits separated by just 80 nm in depth [1]. Two

bits in our experiment are represented by two 10-nm thick GdFeCo layers

separated by a 80-nm thick layer of Si3N4. Using a single femtosecond laser

pulse, we can toggle the magnetization exclusively within a single magnetic

nanolayer, without affecting the other one. The choice of the toggled layer is

enabled by the excitation of a plasmon-polariton at a targeted interfac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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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structure, and realized merely by rotating the polarization-axis of the

linearly-polarized ultrashort optical pulse by 90°.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is robust, well reproducible and relies on the polarization-dependent excitation

of plasmon-polaritons in the magnetic nanostructure. Our results unveil a new

tool that can be deployed to switch magnetization in targeted nanolayers of

heterostructures, and paves the way to increase the density of opto-magnetic

recording by a factor of at least 2.

Second example is related to optical excitation of spin waves, in particular,

exchange ones. Here, we demonstrate that nanopatterning of a transparent

magnetic dielectric film by a 1D or 2D grating of stripes or nanocylinders allows

to localize light in spots of tens nanometer size and thus launch the exchange

standing spin waves of different orders [2-4]. Relative amplitude of the

exchange and magnetostatic spin waves can be adjusted on demand by

modifying laser pulse polarization, incidence angle and wavelength.

Nanostructuring of the magnetic media provides a unique possibility for the

selective spin manipulation, a key issue for further progress of magnonics,

spintronics and quantum technologies.

And the third application of nanophotonics concepts for ultrafast

magnetism is given by magnetophotonic crystals (MPC). We found that a

spectral dependence of the inverse Faraday effect (IFE) on the laser pulse

wavelength in the band gap of the magnetophotonic crystal has a sharp peak

leading to a significant enhancement of the IFE. This phenomenon is

explained by strong confinement of the electromagnetic energy and angular

momentum within the magnetic film. Calculated near field distribution of the

IFE effective magnetic field indicates its subwavelength localization within 30

nm along the film thickness. These excited volumes can be shifted along the

sample depth via e.g. changing frequency of the laser pulses. We also

achieved magnetization dynamics with spatial tunability in an all-garnet MPC

presented by a magnetic layer sandwiched between two magnetic Bragg

mirrors: tuning of the pump wavelength allows localization of a larger spin

precession either in the cavity layer or in the Bragg mirror layers selectively.

Therefore, the magnetophotonic structures are demonstrated to be very

useful for spin control and manipulation by femtosecond laser pulses.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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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ieve that going into this direction will provide much more advances for

ultrafast magnetism not only for ferrimagnets but for antiferromagnets as we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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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报告 6：超微量、高通量微流控分析和筛选

方群，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化学系微分析系统研究所所长，

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分子智造研究所所长，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获得者。自 1998年开始从事微流控芯片分析的研究工作。研

究方向包括微流控分析和筛选，微型化分析系统研制，以及微流

控系统在单细胞分析、微量生化分析、高通量筛选和现场分析中

的应用。发表研究论文 140余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9项。主持承担国家基金

委重大项目课题、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国家基金重点项目、科学仪器研制专项等

科研项目。

报告摘要：

本报告主要介绍了作者研究组近十年在微流控分析和筛选方法及其应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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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面的研究进展。2013年，我们发展了序控液滴阵列（Sequential Operation

Droplet Array, SODA）技术，可自动顺序完成对超微量（pL-nL）液体的复杂操

控，包括微量液体的量取、液滴生成、反应试剂的加入、液滴取样、液滴定位与

迁移等。SODA技术已被成功应用于高通量筛选领域，包括基于酶和细胞的药物

筛选、蛋白质结晶条件筛选、蛋白质配体筛选等。还被应用于单分子数字 PCR

分析、单细胞基因分析和单细胞蛋白质组分析、微量细胞迁移实验，以及现场分

析仪器的研制等。此外，我们还基于 SODA技术，实现了微流控液滴系统与高

速毛细管电泳、液相色谱和质谱系统的联用。与文献报道的其它微流体操控技术

相比，SODA技术具有微量自动、操控灵活、通用性强和应用面广的特点，尤其

适合在超微量样品和试剂消耗下开展多种类、大规模的分析和筛选，以及进行复

杂、多步骤的微量样品处理和分析。SODA系统可作为一种通用化的微量液体操

纵、分析和筛选平台，在单分子/单细胞分析、高通量筛选、超微量样品前处理、

组学多维分离分析、药物筛选、现场分析和监测等领域获得广泛的应用。

大会报告 7：有机太阳能电池的聚集态结构调控与大面积柔性器件

魏志祥，国家纳米中心研究员、副主任，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副理事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有机光电功能纳米材料与器件。已在

Nat. Commun., Adv. Mater.等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 SCI 论文

200余篇，论文他引次数超过 20000次，入选科睿唯安 2018-2021

年高被引学者。曾获中国化学会青年化学奖（2009），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2011），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2015），中国青年科技奖（2016），

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2017），“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018）等奖

励和荣誉。

报告摘要：

有机光电功能材料的性能与分子的组装方式和聚集态结构密切相关。在有机

太阳能电池这一复杂体系中，分子的排列方式和聚集态结构，对有机光伏体系的

光物理过程和聚集态结构具有重要影响。本报告将介绍我们在有机光电材料工作

机制、形貌调控和印刷光伏器件方面的工作：（1）计算和实验发现非富勒烯受

体的激子束缚能与单晶中分子堆积结构密切相关，得益于低的激子束缚能，纯的

非富勒烯受体（Y6）薄膜在光激发后能够直接自发地产生自由电荷载流子；（2）

在富勒烯或非富勒烯二元体系中，通过调控分子结构和活性层的聚集态结构，实

现了器件性能的大幅提升，效率超过 18%；（3）三元体系在拓宽活性层的吸光

利用范围、优化活性层的形貌结构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通过溶液印刷工艺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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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我们获得了适合大面积印刷的材料体系和器件工艺，柔性 1cm2基底上获得

超过 13%的器件效率，显示出在柔性光伏器件中可能的应用前景。

大会报告 8：从 RF MEMS到射频微系统

朱健，作为我国微米纳米领域的专家，在 RF MEMS与射频微系

统技术方面，具有独树一帜的造诣，在我国 RF MEMS技术研究

和工程化推广应用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主持完成了 70余项科研

项目，发表论文 160余篇，编著有《RF MEMS 器件设计、加工

和应用》一书。申请发明专利 60余项。其杰出的学术贡献，获得

了国内外业内专家学者的认可，连续 17年担任国际 DTIP of MEMS/MOEMS程

序委员会委员、Microsystem Technologies等国际专业期刊审稿人。中国微米纳

米技术学会会士/常务理事，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MEMS分会副理事长，荣获全

国“五一巾帼标兵”称号。国家微电子领域专家。

报告摘要：

雷达、卫星通信、移动通讯等相关产业的高速发展对射频器件提出了更高的

性能要求。射频 MEMS器件除了传统的电子功能外，在电路的物理结构方面提

供了一定量的机械灵活性，从上世纪 90年代以来受到国内外广大学者的关注。

射频 MEMS器件实现射频无源元件的低插损、宽带、可调谐、集成的能力，受

益于 4G/5G移动通信等持续巨量需求，近几年射频 MEMS器件成为增长最快的

MEMS细分市场。采用射频微纳三维集成技术的射频微系统，具有纵向传输、

可共形特点，解决复杂电磁频谱需求的射频阵列的射频前端，从而实现射频系统

高频、高速、宽带、大功率为特性的多功能芯片小型化、集成化以及低功耗化，

满足相控阵雷达、无线通信等系统小体积、多功能、智能化发展需求。本报告将

侧重介绍了射频 MEMS 特点，介绍我国 RF MEMS 技术从 RF MEMS 器件到

RF MEMS模组到射频微系统的发展历程，例举国内 RF MEMS开关、移相器、

滤波器、衰减器、环隔器、开关滤波组件、射频前端子系统等典型产品主要研究

历程和最新进展，指出通过射频微纳异质异构三维集成，RF MEMS将从器件向

可重构/自适应/多功能智能感知射频微系统飞跃。

大会报告 9：微小复杂结构能场复合成形技术研究进展

郭斌，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微系统与微结构制造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兼任“空间环境地面模拟装置”

大科学工程总指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装备”

总体组专家、中国微纳米技术学会理事、中国塑性工程学会冲压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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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主任委员等。主要从事微纳制造、精密塑性成形、激光清洗技术与装备方面

的研究工作，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础加强计划、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 973、国家 863等项目 30余项，发表论文 200余篇，

包括 Adv Mater论文 1篇、塑性加工领域 TOP1期刊 IJP论文 3篇，获国家发

明专利 50余件，参编专著手册 3本，培养研究生 50余人，获国家技术发明二

等奖 1项，国防技术发明一等奖 1项，其他省部级奖励 3项。

报告摘要：

随着微/纳米科学和微机电系统技术的发展，微/纳制造技术已成为二十一世

纪制造领域的关键技术，代表制造科学发展的最前沿。近年来，微成形技术的加

工尺度范围不断延伸，特别是随着尺度更小的新型微/纳机电系统的不断涌现，

微结构和微零件的尺寸从微米尺度延伸到纳米尺度，单纯依靠模具施加载荷（力

场）的微成形技术难以进行，成形尺度极限无法突破，使得建立在微米尺度范围

的塑性微成形技术受到严峻的挑战，迫切需要发展塑性微成形新原理、新方法和

新工艺。特种能场塑性微成形技术是利用电场、磁场和超声波等特定能量的直接

和辅助作用成形微型零件的新方法。该技术通过迅速改变材料结构性能、超快非

接触以及选择性多尺度控制等方式，实现具有极端尺寸和性能的微型构件成形，

成为微成形技术发展新生长点和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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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题分会场介绍

— 分会场总览 —

 分会场一：微纳传感器

分会场主席：赵立波（西安交通大学）

征文范围：1. 微纳传感器敏感机理、建模与分析；

2. 微纳传感器材料及制造工艺；

3. 微纳传感器封装技术；

4. 物理量微纳传感器（含光、声、磁、力、温度等）；

5. 化学量微纳传感器（含气体）；

6. 生物量微纳传感器（含微流控）；

7. 微纳传感器自供电、信号及系统。

 分会场二：微纳机电系统

分会场主席：肖定邦（国防科技大学）、王曾晖（电子科技大学）

征文范围：1. 微纳机电系统动力学分析与调控；

2. 微纳机电系统加工工艺与三维组装；

3. 微谐振器优化设计与创新应用；

4. 纳谐振器新效应及其应用探索；

5. 基于新材料和新工艺的微纳机电系统。

 分会场三：微纳米生物医药

分会场主席：宋相容（四川大学）、王新春（石河子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李帅成（香港城

市大学）

征文范围：1. 微纳米技术在诊断或诊疗结合领域的基础及应用研究；

2. 微纳米技术在化学药物领域的基础及应用研究；

3. 微纳米技术在生物药物领域的基础及应用研究；

4. 微纳米技术在天然药物/中药领域的基础及应用研究；

5. 微纳米技术在化妆品领域的基础及应用研究；

6. 微纳米技术在功能性食品领域的基础及应用研究；

7. 微纳米技术在医疗器械领域的基础及应用研究；

8. 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纳米药物研发领域的基础及应用研究。

 分会场四：微纳加工与集成技术

分会场主席：刘景全（上海交通大学）、王玮（北京大学）

征文范围：1. 硅基三维微纳加工与集成技术；

2. 先进封装与微系统集成技术；

3. 非硅微纳加工与集成技术；

4. 微纳加工与集成技术应用。

 分会场五：微纳米智能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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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会场主席：李隆球（哈尔滨工业大学）、梅永丰（复旦大学）、官建国（武汉理工大学）

征文范围：1. 微纳机器人；

2. 微纳马达；

3. 智能传感与检测；

4. 微纳米技术。

 分会场六：微纳材料与器件

分会场主席：宋玉军（北京科技大学）、廖擎玮（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征文范围：1. 微纳材料的结构和性能构效关系基础理论研究；

2. 微纳材料的微结构和组成可控的先进制备技术；

3. 微纳材料的微结构先进表征技术及其与性能的相关性研究；

4. 微纳材料基磁、光、电功能器件集成技术及应用；

5. 面向光电量子信息、能源催化和生物医药应用的微纳材料制备和微结构表征。

 分会场七：柔性微纳材料与器件

分会场主席：刘军山（大连理工大学）、杨卓青（上海交通大学）

征文范围：1. 柔性电子；

2. 柔性材料；

3. 柔性器件；

4. 柔性微纳加工技术。

 分会场八：微纳能源技术

分会场主席：李美成（华北电力大学）、黄晓东（东南大学）

征文范围：1. 新能源技术；

2. 电化学储能；

3. 微纳新能源材料；

4. 清洁能源技术；

5. 能源材料与化学；

6. 可再生能源与清洁能源；

7. 微纳材料合成制备；

8. 能量收集技术；

9. 微纳能源与自供电系统；

10. 自驱动传感器；

11. 无线传能技术。

— 分会场报告介绍 —

分会场一：微纳传感器

邀请报告 1：飞行器气动多物理场柔性数字化测量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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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安，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数字制造装备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

室副主任，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科学探索奖”获得者，

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致力于柔性混合电子设计与制造研究，主

持了国基金重点项目、国家重点研发专项项目等，在柔性电子、

飞行器智能蒙皮、机器人电子皮肤、柔性传感器、复杂曲面电子、

电流体喷印等取得研究成果，在 Science Advances, Nature Comm., Advanced

Materials,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Nano Energy 等期刊发表 SCI 论文

100余篇，出版著作 4部，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100余项，技术已经在风洞

测量、无人飞行器、新型显示等领域进行应用，形成成果转化；获得湖北省自然

科学一等奖、湖北省技术发明一等奖、瑞士日内瓦国际发明金奖/特别金奖等。

报告摘要：

柔性智能蒙皮（iFlexSense）与飞行器结合，可以对飞行器的气动载荷、结

构状态、周围环境进行实时监测，为飞行器设计与飞行安全提供关键数据。本报

告主要针对新型飞行器柔性智能蒙皮设计、制造与应用，介绍柔性电子器件设计

及制造方法。受到飞鸟生物系统启发，提出了具有多功能传感、数据传输、冲击

监测的智能柔性传感蒙皮，集成了电容、压电、热膜、温度和应变传感器等五种

柔性传感器；研制了大规模、多模态传感器采集的数据采集系统；开发了飞行载

荷多物理场显示与数据分析系统；实现飞行器的周围环境、自身结构状态、飞行

载荷状态识别等多功能集成，促进“Fly-by-Feel”自主飞行的实现。

邀请报告 2：光纤微结构器件及传感应用

王义平，深圳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特聘教授、博导，国家杰

青，万人计划，光电子器件与系统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主要

从事光子微结构器件制备技术及其传感应用。获全国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奖、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欧盟玛丽居里国际引进人

才基金奖、德国洪堡研究基金奖、深圳市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深

圳市五一劳动奖章等多项奖励。主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基金委重点项

目、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等 28项课题；授权发明专利 15项；发表 SCI论文 320

篇、SCI引用 7500余次、H指数: 45，中国高被引学者和全球前 2%顶尖科学家

终身影响力排行榜。Applied Optics主题编辑、Photonic Sensors编委。

报告摘要：

本文报告了光纤微结构器件及其应用。利用飞秒激光、紫外激光、CO2激



25

光、电弧放电等技术制备了新型光纤微结构器件，并研究其物理机理、传感特性

及其在极端环境、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的应用。主要介绍并联

/串联集成光纤光栅、蓝宝石光纤光栅、微纳光纤光栅、3D打印空间光纤光栅、

光纤微腔珐珀干涉仪、光纤端面气泡、光纤WGM谐振器新型光纤微结构器件的

制备技术。详细介绍了这些光纤微结构器件在极端环境、生物医学、智能工程结

构实时健康监测等领域的应用，尤其是在超高温、超高压等极端环境下利用蓝宝

石光纤光栅实现航空发动机、高速飞行器等智能工程结构多物理场实时健康监

测。

邀请报告 3：基于压电晶体的超高温力/热传感技术基础研究进展

谭秋林，中北大学教授、博导，清华大学精仪系博士后，美国加

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问学者，入选国防卓青、国家“万人计划”青年

拔尖等。兼任机械量测试仪器分会常务理事、微纳制造技术分会

委员、山西省委联系高级专家等。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联合重点/

面上、科技部重点研发课题等 20余项。获省部级技术发明一等奖、

二等奖各 2项，及日内瓦国际发明金奖、中国产学研创新成果一等奖、中国发明

协会一等奖。出版专著 1部，牵头制定团体标准 4项。

报告摘要：

航空航天发动机、核电系统等热端部件力热参数的原位实时监测对发动机、

核电系统的正常运行与结构优化设计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传统的压电力学传感

器由于材料性能、结构设计及高温热失配等问题无法满足高温、高振、高频、高

旋等特殊环境下关键参数测试要求，亟需开展新型耐高温压电材料的力学传感器

关键制造工艺、耐高温敏感机理及复杂环境耦合影响机制等系列问题攻关研究，

揭示高温环境下压电材料性能影响规律，突破系列关键技术，提升器件耐高温环

境存活工作能力。

报告主要讨论：

1. 耐高温压电敏感材料体系及高温特性初步研究情况；

2. 基于超薄耐高温晶体的敏感微结构耐高温制造工艺、器件敏感模型及一

体化设计思想、异质材料超高温热匹配、信号解调等关键技术问题；

3. 开展的耐高温的压电电荷型、声表面波型力/热参数测量的集成传感器研

究进展。

邀请报告 4：心电传感器电极的设计、制造及应用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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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龙生，男，华南理工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副院长，广东省功能结构与器件智能制造工程实验室主任。

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2021），获得广东省自然科学

基金杰出青年基金资助（2021）。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了国家

重点重大项目 2项。另外获得了 10余项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资

助。多年来，一直从事表面功能结构先进制造技术及理论的研究工作，在国内外

学术期刊上发表 SCI论文超过百篇，获得授权发明专利超过 40项，相关成果积

极服务于德赛西威、精艺金属、蒙娜丽莎、巨冈机械等上市公司或行业著名企业。

近年积极开拓微纳结构在医疗器械与传感方面的应用研究，包括可穿戴传感、高

频医用电刀等。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专利优秀奖等科技奖励。

报告摘要：

心血管疾病是全球第一大死因，诊断这些疾病的一个有效方法是采用心电图

(electrocardiogram, ECG)对心脏电位的无创表面监测。目前，患者主要通过

Ag/AgCl凝胶电极连接到庞大的生物电势采集系统进行 ECG测量，长期使用过

程中有致敏或皮肤治疗的风险。因此，用于持续监测心电图的可穿戴解决方案对

于早期诊断各种心血管疾病具有特殊价值。本工作从低成本、高可靠和可长期穿

戴式多导心电传感系统的构建出发，重点研究基于镀银纤维/硅胶（Ag-F/Ecoflex）

的拉伸、透气、导电自黏附可穿戴式心电传感电极；通过对纤维密度、孔隙大小

和硅胶比例的主动控制，Ag-F/Ecoflex杨氏模量与皮肤相近，允许电子设备与皮

肤之间的紧密接触；微米级孔洞使电极透气性得到极大提高，几乎达到普通海绵

透气等级；纤维依托互相搭接构建导电网络使得本征阻抗（0.3Ω, 0.1Hz）和接

触阻抗(~0.7kΩ, 0.1Hz)较小，动态环境下接触阻抗较稳定(~70Hz)；在干/湿猪皮

肤上均显示出很高的法向粘附力 (∼ 0.43 N/cm2和∼ 0.20 N/cm2)，并且具有出

色的循环性能，人工清洗并且重复使用 50次以上而不会降低粘附力，这是商业

湿粘合剂无法实现的。基于可穿戴 Ag-F/Ecoflex心电电极的低成本、高可靠多

导联 ECG无线采集系统具有 AD转换和无线/有线数据传输（Wi-Fi, 100sps）、

移动端可视化 (微信程序和电脑)功能，可获得 I，II，III，aVR，aVF，aVL，V4

导联数据；进一步结合深度学习、群智能算法等技术，无需外部处理可内部优化

ECG数据，提高窦性心率不齐、房颤、呼吸暂停等病情的检出率，并适用于人

体运动、休息和睡眠等多个静/动态应用场景，在未来生物电子方面具有巨大潜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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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报告 5：五元环二维材料与传感器件

梁齐杰，国家优青（海外）获得者，博士生导师。近年来主要从

事二维纳米材料以及新型光电/运动传感器件研究，致力于从底层

新材料和器件设计方面实现器件性能的提升与多功能应用。在

Nature Commun., Energ. Environ. Sci., Adv. Mater., ACS Nano

等知名期刊发表论文 40余篇，引用 3300余次。多篇论文入选 ESI

高被引论文，收到国内外同行以及知名科技媒体的广泛关注与高度评价。作为负

责人主持国家以及省市级科研项目共 4项。

报告摘要：

现代信息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各类核心元器件的支撑。其中，以硅为代

表的半导体材料的发现和使用促进了现代电子器件的快速发展。面向下一代高性

能电子/光电核心元器件的需求，新型非硅半导体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二维半

导体材料因其优异的光学、电学、力学、磁学性质，在研制高性能、微型化、低

功耗电子/光电探测器件方面具有重要机遇。相比于常见的六元环二维材料（如

石墨烯、二硫化钼等），二维硒化钯具有特异的五元环结构，并由此带来不同的

电学、磁学性质，在电子器件、光电器件、磁传感器等方面具有潜在应用。本报

告将介绍五元环二维硒化钯在构建宽波段光电探测器和性能调控，及其潜在的磁

学传感应用等方面的研究进展。

邀请报告 6：新型声表面波传感器及其超敏探测

周剑，湖南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岳麓学者。主要从事声表

面波传感器研究，主持装备预研教育部联合基金（青年人才），

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中央 J委科技委基础加强基

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青年基金，湖南省科技攻关等 10余

项（国家级 4 项）。担任国际科学组织 Vebleo 协会会士，SCI

期刊 Frontiers in Materials（IF 3.5）编委，湖南省仪器仪表学会常务理事。在

Nature 旗下 npj flexible electronics, Microsystems & Nanoengineering, ACS

AMI, ACS sensors, Applied Physics Letters等发表 SCI/EI论文 60余篇，授权

专利 18项。获 2021中国中车科学技术奖二等奖，2019湖南省仪器仪表学会科

学技术一等奖，湖南大学优秀教师新人奖等。

报告摘要：

作为典型的 MEMS传感器，声表面波（SAW）传感器由于具有易于无线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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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独特优势以及微型化、灵敏度高、耐冲击、准数字量输出等特点，已广泛应

用于温度、压力、应变等物理参数传感，神经性毒剂和糜烂性毒剂等化学战剂痕

量检测，以及 DNA、蛋白质等生物传感领域，是近年来 MEMS器件领域的发展

研究重点之一。传统 SAW器件主要基于石英/铌酸锂/硅等硬质衬底，很难置于

弯曲表面、实现曲面在线监测；此外，传统 SAW传感器工作频率在 GHz以下，

基于质量负载的灵敏度难以进一步提升。报告将重点介绍课题组近年来在柔性曲

面探测用 SAW传感器以及超高频 SAW超敏探测器方面研究工作。

邀请报告 7：MoS2气敏特性与仿真分析

曹伽牧，哈尔滨工业大学航天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动 9项国家及省部级项目。以第一作者或通讯

作者发表 SCI 论文 20 余篇，包括领域顶级期刊（影响因子

14.982）、高被引论文、Top期刊封面论文，总被引达 400余次。

获黑龙江省科学技术二等奖（自然科学类）1项。以第一发明人

授权专利 5项。主要研究方向为：集成传感器、集成电路设计与应用、高速水动

力控制、MEMS微能源。

报告摘要：

气体传感器在工业、农业、环境、航天等领域具有重要应用，各种类型的半

导体传感器已被开发。其中，如石墨烯等二维平面结构材料具有较大的比表面积，

可暴露出更多的敏感位点，在气体传感领域中具有很大的应用潜力。相比于石墨

烯，过渡金属硫化物不仅具有可调的电子特性，而且对目标气体可表现出很强的

信号响应。此外，过渡金属硫化物还具有超快响应、低电子噪声、低功耗和超低

检测限等优点，近几年被广泛关注。其中，MoS2是典型的过渡金属硫化物，表

现出了更高的稳定性与优异的电学性质。为了进一步提高 MoS2的气敏性能，

通常可以采取掺杂、缺陷处理、应变工程等方法。此外，MoS2呈现多晶型特性，

相变可引起物理特性的重大变化。MoS2相变引起的性能变化已被应用于多个领

域，如催化析氢反应和提高锂离子电池的可逆容量。然而，这种相变对 MoS2

气敏性能的影响仍然未知。在单分子层 MoS2中，2H相是最常见的。该相呈现

出宽禁带的半导体能带结构。相比之下，1T相具有典型的金属晶体状结构。通

过过渡金属原子的二聚变形，亚稳金属 1T相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变为 1T′相。

1T′相具有较窄的带隙，并表现出半金属性质。

基于此，为进一步探讨 MoS2在半导体气体传感器中的应用潜力，可通过

理论仿真与计算的方法进行研究。本报告基于密度泛函理论的第一性原理，探讨



29

掺杂、缺陷、应变工程与相工程对 MoS2气敏性能影响的研究方法，将对模型

建立、仿真分析等方面展开详细讨论。

邀请报告 8：ZnO纳米线异质结传感器

孟建平，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副研究员。目前

主要从事纳米异质结的构建和应用、多效应耦合增强的光传感器、

生物传感器气体传感器等方面工作。近年来在Advanced Materials,

Nano Today,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Nano Letters,

Advanced Optical Materials, Materials Today physics等期刊上发

表 SCI论文 29余篇，其中第一作者 19余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4项。研究成

果被 Materials Views, Advanced Science News等媒体报道。主持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北京市自然科学基、北京市优秀人才培养资助青年骨干项目等项目。

报告摘要：

开发具有高灵敏度、快速响应回复和低功耗（自驱动）传感器以满足物联网

的需求推动着传感器发展。传感器的性能依赖于传感材料，其中，具有半导体、

压电和热释电多种特性的 ZnO纳米线是理想材料之一。通过构建肖特基结或 PN

结在结区形成势垒可以有效的降低暗态电流，并可实现高灵敏自驱动检测。

本报告中，报告人提出摩擦纳米发电机的高电压特性调控电离氧空位的分

布，调节肖特基势垒高度，并实现肖特基接触和欧姆接触的可逆转变，利用一个

器件的两种状态，实现了对低浓度多巴胺和低刺激电压神经冲动的高灵敏度检

测。通过调节势垒，显著提高了器件对乙醇气体和紫外检测的灵敏度。

提出耦合局域表面等离子体激元共振（LSPR）和热释光电子效应，激发并

增强 Ag-ZnO肖特基结和 CuO-ZnO pn对低功率（68 nW cm−2）紫外光的快速

高灵敏自驱动检测。进一步，耦合 LSPR激发热释光电子效应和压电光电子效

应显著增强基于 ZnO-CuO核壳结构 PN结纳米线紫外传感器，响应度和比探测

率分别为 0.81 mAW-1和 3.3×1013 Jones。

邀请报告 9：具有长期工作稳定性的气体分子传感器构筑及其痕量 VOCs检测

张国柱，2015年于华中科技大学获博士学位，2016-2021年先后

在日本九州大学、东京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主要从事气体分

子微纳传感器和智能识别系统的设计与开发方面的研究，同时在

MEMS器件的设计、制造、性能评价领域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

实践经验。以第一/通讯作者在 J. Mater. Chem. A, Nano Lett.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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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学术刊物上发表 SCI论文 10余篇。目前主持地区和校级项目 2项，作为骨干

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973项目、日本内阁府-革新研究开发推进项目等项目

多项。

报告摘要：

Electrical molecular nanosensors require two conflicting surface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catalytic activity for molecular selectivity and thermal

stability for long-term data collection. Here, we show that a simple surface

treatment using strong acids creates two such conflicting surface properties of

WO3 hydrate nanowires, which enhance the electrical molecular sensing of

aldehydes (nonanal, a biomarker). Massspectrometric measurements reveal

that the surface treatment using strong acids substantially promotes both the

oxidization of nonanal and the desorption of products, nonanoic acid, from the

surfaces at a temperature of 50oC, which is lower than the 300oC required for

untreated surfaces. Spectroscopic and structural measurements combined

with numerical simulations identify two different adsorption structures of

carbonyl groups on the surface, where molecules directly bound to

coordinatively unsaturated surface tungsten preferentially proceed to the

catalytic oxidization reaction and the subsequent desorption process.

Furthermore, we confirm the thermal durability (over 10 years) of the catalytic

activity on acid-treated WO3 hydrate nanowire surfaces up to 300oC, which

enables us to demonstrate the long-term stable sensor operations with the

sensitivity (4 orders of magnitude) remaining for years.

邀请报告 10：亚纳米碳管内离子扩散与迁移的不同机制研究

李忠武，工学博士，中国矿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讲师。2021博士

毕业于东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师从国家杰青、长江学者陈云飞教

授；期间在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公派联合培养两年，师

从纳米流体专家 Aleksandr Noy教授。主要从事纳米流体器件的设

计与制造研究，发表 SCI 论文 20 余篇，一作包括 Nature

Nanotechnology、ACS Nano、Carbon、Desalination等，共同一作包括 Science

Advances封面论文等，他引 300余次。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江苏

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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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碳纳米管机械性能优良、化学性能稳定、易于集成，且作为纳米通道具有优

异的流体输运特性，在纳米流体传感器、仿生分离膜、能量转换装置等方面具有

广发应用。研究表明亚纳米碳管能够快速输运质子、水分子及具有强阴离子选择

性等，但离子在亚纳米碳管内输运的相关机制仍不清楚。我们通过实验分别测量

了离子在直径 0.8 nm碳管内的扩散系数和电迁移率，发现 Nernst-Einstein关系

与理论偏离超过 3个数量级！Nernst-Einstein关系作为凝聚态物理中离子输运

的基础理论被广泛使用，但在纳米尺度是否成立有待研究，我们第一次报道

Nernst-Einstein关系在亚纳米碳管内失效。通过分子动力学模拟，我们发现没有

电场时，碳管内水分子和离子呈单链排布，此时钾离子扩散非常缓慢；然而，在

外加电场下，离子输运过程中碳管内单排水链发生断裂，以离子-水分子团簇的

形式快速运动。因此，亚纳米碳管内，浓度梯度驱动的离子扩散与电场驱动的离

子迁移存在两种不同的输运机制，导致 Nernst-Einstein关系的失效。本研究发

现了离子在亚纳米受限空间和体态中输运的显著区别，并揭示了亚纳米碳管内离

子扩散与迁移的不同机制，对纳米流体器件的设计具有重要意义。

分会场二：微纳机电系统

邀请报告 1：柔性人工肌肉技术及其机器人应用

赵慧婵，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IEEE

Transactions on Robotics副主编。2012年获得清华大学机械工

程学士学位，2017年获得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2017年至 2018

年在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18年 7月起在清华大学机械工

程系任教。近年来，主要从事软体机器人、机器人高功率密度驱

动技术、柔性传感器等方向的研究，在 Nature、Science Robotics创刊号、Nature

Communications, IEEE Transactions on Robotics 、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入选“福布斯中国 30岁以下精英榜”、“麻省理工

科技评论创新 35人中国榜”，获评清华大学第十七届“良师益友”、阿里达摩院青

橙学者、熊有伦智湖青年学者奖等。

报告摘要：

近年来，以软材料作为本体材料的软体机器人技术发展迅速。软体机器人普

遍具有更柔顺、更安全、更低能耗的运动模式，软体机器人发展过程中催生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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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和新技术，丰富和拓展了机器人研究的内涵和思路，驱动技术就是其中之一。

对软体驱动器进行研究，有望开发出高性能的通用人工肌肉，对电机和马达驱动

进行替代或与之结合，促进整个机器人领域向前发展。然而，目前的软体驱动器

尚未发展为性能稳定、可以规模化应用的人工肌肉技术。在这次报告中，我将对

介电弹性体柔性驱动器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汇报近期我们在这类驱动器的制

备、建模、设计和机器人应用上取得的研究进展，并探索其未来发展方向。

邀请报告 2：MEMS陀螺接口电路与控制系统

李崇，中国海洋大学副教授，入选学校青年英才人才工程。研究

方向为 MEMS陀螺、精密控制、仪器仪表技术。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装备预研项目、军工集团合作项目等各类课题

10余项，以第一作者/通信作者身份发表 SCI论文 20余篇，代表

作发表在 IEEE Trans. On Instrumentation and Measurement、

IEEE Sensors Journal、Sensors & Actuators: Physical、IEEE Trans. On Control

Systems Technology等知名期刊，获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 10余项。

报告摘要：

MEMS陀螺是一种重要的惯性传感器，有着体积小、价格低、带宽高等优

点，在消费电子、无人机、国防工业等各个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但相较于两光

陀螺、静电陀螺等精密仪器，MEMS陀螺也存在着测量精度不足的缺点。由于

MEMS陀螺结构和原理复杂，具有明显的学科交叉特点，研究人员可从微纳加

工、机械结构设计与优化、接口电路设计、信息融合等各个不同的角度出发去优

化其关键性能。

本报告从接口电路和控制系统的视角，阐述 MEMS陀螺关键技术与最新进

展。MEMS陀螺由于运行原理复杂，其接口电路除前端放大部分之外，还包括

信号解调、频率跟踪、力平衡、电调谐等大量信号处理和控制回路。相较于陀螺

的机械敏感元件，其接口电路（尤其是数字电路部分）有着稳定性好、部署灵活、

运算能力强的优点，可为陀螺提供基准信号、辨识误差并进行反馈校正，从而有

效提升陀螺关键指标，具有良好的科学研究意义和工程实践价值。

邀请报告 3：“传感-计算”共融的智能 MEMS谐振式传感器

邹旭东，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青年特聘专家。2014年于英

国剑桥大学工程系获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电子学会传感与微系统

分会青年副主任委员、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国际交流委员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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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国防科技创新特区重点项目专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项

目课题等省部级以上项目 10余项，发表研究论文 60余篇，合著英文专著 1部；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20余项，PCT专利 6项，获中国发明协会发明创新二等奖。

报告摘要：

微纳机电谐振器是最早的 MEMS器件之一，谐振式 MEMS传感器已经被证

明是一种灵敏度高、动态范围大、功耗低的先进传感器技术。另一方面，物联网

“万物互联”将使得“感知层”所获取的各类传感数据呈几何级数增长，对于传感器

信息处理技术的计算模式与计算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报告将介绍一种基于

MEMS谐振器的储备池计算系统，提出了利用谐振器瞬态非线性和达芬非线性

效应的无延时反馈的新计算架构并通过与谐振式传感器的结合实现从模拟信号

域到特征提取的直接映射，探索并初步验证了一种“传感-计算”共融的智能

MEMS传感器发展的新技术路线。

邀请报告 4：面向通信基站的高精度 MEMS谐振器及振荡器研究

吴国强，博士，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工业科学研究院教授，入

选湖北省人才项目。2013年毕业于中科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

研究所，获得工学博士学位。2014-2018年就职于新加坡科技局

微电子研究院，担任研究员、项目负责人。2018年 11月以武汉

大学青年学术带头人身份入职武汉大学。研究方向为 MEMS传感

器与智能微系统。主持含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等多

项科研项目。现已在本领域主流期刊和国际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 50余篇。

报告摘要：

时钟器件为数字电路提供时间参考和频率基准，是电子电路系统必备核心元

件。高性能时钟器件在 5G以及未来 6G通信、汽车电子、工控安防等领域发挥

重要作用，特别是未来通信基站网络设备对时钟器件提出了小体积、高频率稳定

性、抗冲击振动等要求。目前市场使用最广泛的石英晶体时钟器件在微型化、温

度稳定性以及可靠性等方面存在技术瓶颈，难以满足通信基站应用的持续发展需

求。基于 MEMS 技术的硅基微机械谐振器以其微型化、高 Q值、高频率-温度

稳定性、低失效率、易与半导体制造工艺兼容等优点，成为时钟器件领域重要发

展方向。

本报告围绕 MEMS谐振器能量损耗机理和频率温度补偿两大技术难题，重

点开展几何结构优化、锚点辅助结构、声子晶体支撑等机械声学波外泄抑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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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提出超重掺杂与晶向调节相结合被动式温度补偿方案，突破双模态以及双

谐振器高精度温度测量与频率-温度补偿技术，研制出超高精度 MEMS时钟器件

原理样机。希望能与各位专家学者相互交流学习。

邀请报告 5：石墨烯纳机电系统（Graphene NEMS）

范绪阁，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导、特立青年学者、十四五重点

研发计划指南专家，获瑞典皇家理工学院（KTH）博士学位，在

张军院士复杂环境科学探测中心工作，主要从事 MEMS/NEMS、

石墨烯等二维材料、智能传感器等领域的研究，致力于将石墨烯

等二维材料与硅基 MEMS/NEMS集成。共发表论文近 20篇，其

中以独立一作在 Nature Electronics、Science Advances、Nano Letters、

Microsystems & Nanoengineering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授权发明专利 1项。

曾主研欧盟与瑞典多个项目，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项目。

报告摘要：

Graphene is very promising in applications of micro- and

nan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 (MEMS and NEMS) because of its atomic

thickness and unique mechanical, electrical and optical properties. So far, the

feasibility of using suspended graphene in high-performance NEMS

resonators, pressure sensors, switches, loudspeakers, microphones and gas

sensors, etc. has been demonstrated. The transducers based on suspended

graphene can be realized by transferring graphene from the original substrate

to (1) a pre-fabricated substrate with trenches, cavities or membranes made of

dielectric layers, or (2) a flat silicon dioxide (SiO2) or polymer substrate surface

and then removing parts of the material underneath the graphene by sacrificial

etching. However, fabrication of suspended graphene transducers, especially

the transducers based on graphene suspending proof mass is still very

challenging, as the collapse and rupture of the suspended graphene generally

occur. Here, we report a robust route for fabricating double-layer CVD

graphene membranes and ribbons suspending silicon proof masses, which is

compatible with wafer-scale MEMS and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ies. Graphene ribbons and membranes suspending silicon proof

masses were demonstrated to be very robust and were able to withstand AFM

tip indentation forces of up to ~7000 nN. Based on atomic force micro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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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M) tip indentation experiments, the averaged Young’s modulus of stacked

double-layer CVD graphene membranes in our devices was extracted to be

0.22 TPa. The built-in stress of hundreds of MPa exists in the suspended

graphene, which cannot be ignored and influence sensitivities of graphene

NEMS sensors. The measured resonance frequencies of graphene ribbons

and membranes with attached silicon proof masses ranged from tens to

hundreds of kHz, with Q between ~101 and ~102. We demonstrate that the

suspended graphene ribbons and membranes suspending silicon proof

masses can be used as combined spring-mass and piezoresistive transducers

in ultra-small and sensitive NEMS accelerometers. The graphene NEMS

accelerometers occupy at least two orders of magnitude smaller die area than

conventional state-of-the-art silicon accelerometers while keeping competitive

sensitivities. These findings pave the way for a new class of extremely small

and highly sensitive graphene NEMS devices and are an important step

toward bringing ultra-small graphene NEMS closer toward deployment in

emerging applications such as internet of things (IoT) devices.

邀请报告 6：Thermal MEMS: from basic research to advanced technology

using CMOS MEMS foundry processes

李贻昆，香港科技大学机械和航空航天工程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

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前香港力学学会会长,IEEE NEMS会议

co-founder 及 参 与 及 主 办 多 个 国 际 微 纳 米 会 议

(ICMAN2016,APCOT2018, IEEE MEMS, Transducers)，1992

和 1995年分别获台湾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1年获得美国加

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学位，毕业后在香港科大工作至今，2010年加州理工学

院访问学者，2017年负责香港科大-麻省理工学院(HKUST-MIT)智能建筑国际合

作项目，2019年负责香港科大广州校区微纳米加工平台 NFF2.0建设，2021年

任香港智能制造中心(HKCRC)执行委员会委员，研发国际领先热传感器理论及

CMOS MEMS集成芯片技术，创建国际领先个体化弹性过滤(pMEF)芯片理论及

应用，半导体生物传感器(CMOS ISFET)广义 gm/Id理论及应用,目前主要研究方

向为用于 VR/AR/元宇宙的 CMOS MEMS理论及芯片技术及微流控技术。

报告摘要：

In the past 20+ years, my research lab has been focusing on 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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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micro fluid mechanics and micro heat transfer including modeling,

simul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icrofabrication processes for various

MEMS/microfluidics. We developed silicon-glass microchannels integrated

with microheaters, micro temperature sensors, micro pressure sensor to study

the size effect of single phase & two-phase heat transfer. In addition, we

developed micro bubble actuators to study complex bio-fluid, such as DNA

solution and bubble-actuator-enhanced optical biosensors to detect bacteria.

In recent years, we applied these basic research to develop the world’s leading

thermal MEMS sensors, including thermal flow sensors, human thermal

comfort sensor (PMV), micro BTU sensor, thermal accelerometers and thermal

gyroscopes using the heterogeneous integration (HI) of semiconductor foundry

processes (TSMC/UMC/Global Foundries 0.18m CMOS, InvenSense 3D

CMOS MEMS foundry processes) and HKUST NFF clean room. Based on

applied mechanics, we successfully developed validated compact models, and

SPICE models for these thermal MEMS which are faster than those computer

models by around 3~6 orders of magnitude. These models enable rapid

design optimization of these devices. In addition, SPICE models have been

used in semiconductor EDA software (such as Cadence) for integrated design

of CMOS MEMS integrated with analog IC design using semiconductor

foundry processes. The optimized thermal MEMS sensors using CMOS

MEMS technologies have outperformed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products,

such as MEMS motion sensors made by Analog Devices Inc. The sensitivity of

the optimized CMOS MEMS thermal flow sensor is better than that of Laser

Doppler Anemometry (LDA) in US National standard at NIST. These CMOS

MEMS sensors integrated with edge AI devices are promising to for

VR/AR/MR and Metaverse using advanced 3DIC integration i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such as TSMC 3Dfabric platform. In addition, a new thermal MEMS,

plasmonic PCR chip integrated with CMOS ISFET sensors and the

MCU-based system for rapid detection of DNA/RNA will be promising for

COVID-19 detection and the other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in the world.



37

邀 请 报 告 7 ： Ultrawide Bandgap Gallium Oxide (β-Ga2O3) Resonant

Nan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 (NEMS)

郑旭骞，南京邮电大学海外高层次引进人才，集成电路科学与工

程学院教授，长期从事二维材料、宽禁带/超宽禁带材料的微纳机

电系统研究，在 Nano Lett.、Nanoscale、Appl. Phys. Lett.、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等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 20余篇，发表各类

顶级国际会议论文 15篇，总引用 600余次，在国际会议中作报告

20余次，并担任第 68届美国真空科技协会年会 MEMS和 NEMS分会的共同主

席。

报告摘要：

Beta gallium oxide (β-Ga2O3) is an emerging ultra-wide bandgap (UWBG)

semiconductor (Eg = 4.5-4.9 eV). The crystal is outstanding in sustaining high

electrical field because of its UWBG, making it attractive for power electronic

and radio frequency (RF) applications. Thanks to the capability of growth from

liquid phase, bulk β-Ga2O3 crystal can be cost-effectively synthesized with

exceptional crystal quality. Furthermore, β-Ga2O3 possesses excellent

Young’s modulus (EY = 261 GPa) and speed of sound (c = 6,600 m/s),

suitable for making mechanical devices. The excellent ensemble of attributes

in β-Ga2O3 enables new UWBG nanoelectromechanical systems (NEMS) for

future electromechanically coupled and tunable β-Ga2O3 electronic,

optoelectronic, and physical sensing devices and systems.

In this talk, we present our current development of β-Ga2O3 NEMS and

describe the recent advances enabled by our effort in engineering β-Ga2O3

nanostructures into functional devices and by exploring device physics in such

platforms. We demonstrate a family of β-Ga2O3 NEMS resonators with

fundamental-mode frequencies from 4 MHz to 75 MHz and quality (Q) factors

up to 1700. In additional to basic nanomechanical devices, we demonstrate

real-time solar-blind ultraviolet (SBUV) light detection by using the β-Ga2O3

NEMS and investigate β-Ga2O3 vibrating channel transistors for

electromechanical coupling of the β-Ga2O3 NEMS resonators. Our study

facilitates the integration of β-Ga2O3 NEMS on chip with β-Ga2O3 electronic

circuits, supplementing the rapidly emerging β-Ga2O3 electronic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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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oelectronics.

邀请报告 8：二维纳机电谐振器中的耗散调控以及谐振与声子模态的耦合

杨睿，上海交通大学密西根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2016年在

美国凯斯西储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16至 2018年在美国斯坦福

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18年8月加入上海交大密西根学院。

主要通过对新型二维半导体材料和纳米电子器件的开发，满足后

摩尔时代的传感、数据处理和数据密集型计算等需求。作为第一

作者、共同一作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33 篇，包括 Nature Electronics, Nano

Letters, ACS Nano, PNAS, Advanced Materials等。

报告摘要：

二维材料由于表面悬挂键和缺陷较少，理论上二维纳机电谐振器应有较高的

Q。但与体材料的微机电谐振器相比，当前的二维纳机电谐振器在类似的测量条

件下通常表现出较低的 Q。因此，通过应变调节二维谐振器的耗散，对于高 Q

值二维纳机电谐振器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此外，二维纳机电谐振器的振动与二

维材料声子振动模态的耦合方式尚不清晰，需要谐振测量的同时进行声子模态的

测量。

本报告展示了二维二硫化钼纳机电谐振器的静态和动态应变对其耗散和品

质因数（Q）的调控作用，及在双端固置和周边固置的谐振器中，栅极电压对 Q

值截然相反的调控规律。并且，在二维二硫化钼谐振器振动过程中，耦合拉曼光

谱测量，从而确定周期性应变等因素对拉曼峰的影响规律。

邀请报告 9：多敏感机制蝶翼式 MEMS传感器及其模态耦合效应

周鑫，国防科技大学智能科学学院副研究员。2018年获国防科技

大学机械工程专业博士学位，2017至 2018年于剑桥大学联合培

养。主要从事微机电系统与惯性器件研究，在 Nature Commun.,

P.R.Applied, APL, IEEE/ASME TMech., JMEMS 等领域内高水

平期刊以及 IEEE MEMS等行业顶级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 30余

篇，申请/授权中国和国际发明专利 16项。湖南省优博，入选中国科协“青年人

才托举工程”，获湖南省优秀青年基金资助。

报告摘要：

随着现代社会生产生活和国防工业对 MEMS传感器的需求日益提升，不断

涌现的新应用对 MEMS传感器的灵敏度等指标提出了极其严苛的要求。针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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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挑战，报告团队对蝶翼式 MEMS传感器核心谐振器部分进行了深入研究。目

前蝶翼式 MEMS传感器具备成本低、易加工、多用途等优势，目前已经完成成

果转化实现批量生产，并在多种国产设备中得到广泛应用于，部分实现了对国外

产品的国产替代。

由于在 MEMS声腔系统中振动模态之间的能量流动方向和耦合强度可以便

捷地进行参数化控制，为实现声子操控和新型敏感机制提供了途径。传统 MEMS

声腔系统中的振动模态工作在线性区间，缺乏对非线性域的理论探索和应用实

践。报告团队利用蝶翼式 MEMS谐振结构构造出的 MEMS声腔系统，通过对非

线性区域的精密测量，发现了独特的模态耦合效应。并且，基于非线性域耦合效

应实现了新型敏感机制，实现了传感信号的自放大。相比于传统 MEMS敏感机

制，新型敏感机制的灵敏度提升一个数量级以上。这为进一步发掘 MEMS传感

器性能提供了新思路，为研制高性能频率输出 MEMS传感器提供了新的解决方

案。

分会场三：微纳米生物医药

邀请报告 1：我国高端制剂从基础研究向应用转化的发展战略思考

陆伟跃，复旦大学二级教授，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上海泰禛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兼任中国药学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学术

工作委员会委员、药剂专委会主任委员，国家药品注册审评专家咨

询委员会委员等。从事药物靶向策略及新型递药系统基础与应用研

究。主持国家和省部级科研基金项目 26项，授权国内外发明专利

32项（转让和许可专利 6项），获新药证书 2项，发表 SCI论文 190余篇，指

导博士生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2项。

报告摘要：

分析我国在药物制剂产品类型和不足、生产企业数量规模与高端制剂生产能

力反差，以及药物制剂研究项目投入和学术成果产出的良好发展态势、基础研究

与应用转化严重脱节的不足，归纳出制约我国成为药物制剂强国的五个方面问

题。提出了“加强基础、保持平衡，创新发展、注重应用”的战略发展理念和五个

方面战略对策，即：1）加强药物制剂克服生理屏障的机制及评价方法研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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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药物制剂在病灶部位的释药机制及定量研究；3）加大创新制剂与原创剂型

的设计与验证力度；4）加快高端制剂研发服务与产业化步伐；5）推进智能制

造和连续制造的学科交叉与联合攻关。

邀请报告 2：Aptamer meets nano-sized exosomes

Professor Wei Duan obtained his Ph.D. in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at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in 1991. He is

currently an Alfred Deakin Professor at School of Medicine,

Deakin University, Australia.Prof. Duan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250 original research papers and review articles in

peer-reviewed journals with an h-index of 56.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 is the

application of aptamer technology in targeted cancer drug delivery and EV

liquid biopsy. He was also 2017 Clarivate Analytics Highly Cited Researcher in

Pharmacology/Toxicology. Prof. Duan served as the Editor-in-Chief of Drug

Design, Development and Therapy between 2015-2016.

报告摘要：

Aptamers, also known as chemical antibodies, are short single-stranded

DNA or RNA that fold into complex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s and bind to

target molecules with high affinity and specificity. Being 20 to 20 times

smaller than monoclonal antibodies, aptamers have several advantages that

offer the possibility of overcoming limitations of antibodies, such as low

immunogenicity and toxicity; and smaller size enabling rapid diffusion, tunable

binding parameters (kD, K-on and K-off rates), easy of synthesis with minimal

batch-to-batch variations, as well as efficient tissue penetration and reduced

steric hindrance.

We are interested in developing aptamer-based EV technology. Our goal

of aptamer-EV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s to generate EV liquid biopsy

platforms that can be directly applied to the biochemical analysers or

immunological analysers in the pathology labs without the involvement of any

additional specialised equipment or procedure (e.g. ultracentrifugation,

microfluidics, size exclusion, precipitation, tangential flow filtration and/or

asymmetric-flow field-flow fractionation). In this presentation, we will illustrate

how aptamers can be applied to EV liquid biopsy using some of our la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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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s in aptamer-based fluorescence polarization. Compared to the widely

used fluorescence intensity-based methods, the fluorescence polarization has

the advantages of being a homogenous assay, no need for a washing step to

separate bound and unbound affinity ligand and less susceptible to the

interference from quenching, photo-bleaching, pH or polarity of the assay

environment. In fact, the concentration of aptamer required in fluorescence

polarization-based EV detection is much lower than that required for

antibodies, thus giving rise to a superior signal-to-noise ratio. Finally, a

comment on the misnomer of “exosome-depleted serum” will be made to raise

the alarm on the use of “exosome-depleted serum” in cell culture-based EV

miRNA research.

邀请报告 3：基于纳米技术的肿瘤创新治疗技术

聂广军，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研究员，国科大特聘教授。1996年和

1999年分别于东北师范大学生物系和吉林大学酶工程实验室获得

理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2年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获得博士

学位，之后在加拿大 McGill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08年回国在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建立了“纳米生物学和纳米生物材料”实验室。

科技部纳米研究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973）项目首席科学家（2012-2016），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2018-2022）。中国生物物理学会常务理事及材

料生物学和精准诊疗分会会长，中国抗癌协会纳米肿瘤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

药学会纳米药物专业委员会委员，Nano Letters 副主编。

报告摘要：

机体的免疫系统具有高度敏感性和特异性，能正确区分正常细胞和恶性细

胞，并对后者进行清除，恶性肿瘤发生发展就是这些恶性细胞逃脱机体免疫监控

过程。如果能够重塑肿瘤患者的免疫系统，恢复其正确识别并清除肿瘤细胞的状

态，不仅有望变革肿瘤治疗方式，也有望实现恶性肿瘤的根治。纳米技术和生物

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交叉融合，为实现肿瘤免疫治疗的突破，奠定了基础。肿瘤疫

苗可以通过人工选择合适种类和数目的抗原和佐剂来构建肿瘤疫苗，诱导强烈、

持久、多靶点的免疫反应，是主动实现抗肿瘤免疫状态重塑的关键策略。本报告

中，将分享课题组近年来，针对不同的临床需求和使用场景，基于多种纳米材料，

特别是基于外泌体，细菌外膜和分泌囊泡等生物膜材料开展的多种肿瘤疫苗和肿

瘤免疫微环境调控等尝试和探索。应对肿瘤异质性、动态变化特性，分别将多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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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mRNA和细胞膜抗原等不同形式的肿瘤抗原和佐剂，以及疫苗载体进行

了系统研究，期望讨论如何对多个影响肿瘤免疫治疗的因素进行精准调控，设计

具有广泛适应性的肿瘤疫苗，打破免疫抑制壁垒，使机体免疫系统的抗肿瘤能力

从耐受转向激活状态，最大化开发机体免疫系统的潜力，实现实体瘤有效治疗的

巨大挑战。相关技术方法和治疗策略有望对抗传染性疾病的疫苗研究具有借鉴意

义。

邀请报告 4：肿瘤靶向纳米药物的构建

钱志勇，1976年 1月出生于江苏省泰州市。男，二级教授/博导，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治疗国家重点实验室纳米生物医学研究室

主任，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纳米生物技术分会主任委员。国家

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四川省

科技青年联合会副主席。担任 Chinese Chemical Letters执行主编，担任 Signal

Transduction, Targeted Therapy、J Biological Engineering等期刊副主编，担任

Acta Pharm Sinica B、Human Gene Therapy等多个国际学术期刊的编委。以

通讯作者身份在 Adv Funct Mater, ACS Nano, Adv Sci 等期刊发表论文 100余

篇，论文被他引 8000余次，有 16项中国发明专利获得授权。以第一完成人身

份获得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成都市自

然科学奖，获得四川省青年科技奖（个人奖）、获得“药明康德生命化学研究奖

学者奖” （个人奖），入选中国化学快报主办的第一届 CCL 优秀青年学者。

2015⁓ 2021连续七年入选 Elsevier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

报告摘要：

纳米生物材料的构建及其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涉及生物医学工程和纳米技

术、材料、医学、药学等多学科领域。我们采用纳米生物技术改善难溶性药物在

水中的分散性，提高纳米药物的稳定性，进一步提高纳米药物的被动靶向效果，

降低化疗药物的毒副作用。我们构建了一系列的新型纳米药物，提高肿瘤治疗效

果，降低 wxub药物的毒副作用。

邀请报告 5：循环肿瘤细胞表面增强拉曼光谱精准检测技术

吴爱国，宁波材料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委员。研究方向生物

医学探针材料与技术及其应用转化研究。在Adv Mater、Nano Lett、

ACS Nano、Biomaterials等学术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275篇（含杂

志封面等 32篇），被引用 1.4万余次，H-指数=60；申请发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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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203件（含 PCT专利 8件），授权 89件（含欧美发明专利 3项），主编中

英文专著 4部，受邀撰写英文书 10章节，牵头制定国家和团体标准各 1项。2010

年入选中科院 BR 计划人才， 2018 年获 Nano Research 杂志首届全球

Nanobiotech青年创新奖。受邀担任中国生物物理学会材料生物学与智能诊疗分

会副主任、中国抗癌协会纳米肿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

报告摘要：

循环肿瘤细胞（CTCs）由于在血液中含量稀少，现有的检测方法主要以荧

光检测为主，存在检测时间长，易造成假阳性，难以实现肿瘤分型等。在本报告

中，将以具有表面拉曼增强功效的纳米贵金属和纳米半导体材料为基础，实现对

血液样品中对少量 CTCs的快速检测，根据结合的靶向分子可以对肿瘤实现分子

分型检测，经过优化可以实现每毫升血液中少于 5个 CTCs的检测。进一步地，

通过与肿瘤专科医院合作，实现了对乳腺癌、食管癌、肝癌等肿瘤实际血液样品

的有效检测，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的检测试剂和仪器系统进行优化。在本报告中，

将做详细汇报。

邀请报告 6：可溶性微针技术研究及其应用进展

吴传斌，暨南大学高端药物制剂研究院院长，广州新济药业董事

长，美国药学家学会会士（AAPS Fellow），国家重大人才计划特

聘专家，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1999年获美国德克萨斯大学（UT

Austin）博士学位, 曾任职于美国强生、诺华、阿特维斯等药业公

司。主要从事药物创新制剂的研究与开发。发表 SCI学术论文 200

余篇，公开国内外专利申请 140 余件，其中授权专利 60 余件。现任 AAPS

PharmSciTech副主编及国内外十多个学术杂志编委、中国药学会药物制剂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颗粒学会生物颗粒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负责研发的

十余个制剂新药已在美国、欧洲及中国成功上市。曾获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

一等奖、国家教委科技成果二等奖、中国专利优秀奖、广东省科学技术二等奖等

荣誉。

报告摘要：

蛋白多肽可溶微针具有安全、高效、方便等优势，临床应用潜力巨大，但其

广泛应用仍受限于递药剂量精准度差、生物利用度低和产业化技术不成熟等瓶颈

问题。前期研究发现，复合基质材料与促渗剂的结合能有效促进微针克服皮肤的

物理和生理屏障，提高药物递送的剂量精准度和生物利用度；采用团队自主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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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浸润双透-负压真空微灌注”技术，可有效提高工业化大生产下的微针成型

性和质量稳定性。本报告将探究可溶性微针高机械强度和针体分离型设计在提高

蛋白多肽经皮递送精准度中的意义，进一步指导新一代微针智能生产系统的研

发，推动蛋白多肽可溶微针的临床应用。

邀请报告 7：医用游动纳米机器人

贺强，2003年 6月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获物理化学博士学位。

2003年 7月起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胶体与界面实验室助

理研究员、副研究员。2006年 5月获德国洪堡基金会资助在德国

马普胶体与界面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2010年 4月至今在哈尔

滨工业大学工作。研究兴趣包括胶体马达与可注入医用游动纳米

机器人。

报告摘要：

游动纳米机器人由于其微小的尺寸、自主运动和导航能力，有望应用于主动

靶向递送、毒素清除、微创诊断和手术等生物医学领域。然而，临床要求游动纳

米机器人的材料具有生物相容和可降解性、化学燃料或外部物理场有良好的生物

相容性以及克服活体内各种生物障碍的能力。在报告中将首先简要介绍基于可控

化学自组装合成游动纳米机器人的最新进展，以及这种化学组装策略如何允许构

筑具有特定特征的游动纳米机器人，如尺寸、形状、组成、自推进、集体运动和

其他功能。接下来，我将重点讨论这些化学组装的游动纳米机器人如何克服上述

各种生物屏障实现主动靶向递送，以及当前仍然面临的挑战。

邀请报告 8：荧光/PET分子影像技术在药物开发中的应用研究

陈浩，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课题组长。主要从事

NIR-II及 PET诊疗药物研发以及分子影像技术在药物开发中的应

用研究。具备化学，生物，仪器设备交叉学科研究背景，擅长使

用多学科技术解决药物开发中遇到的困难。发表 Nature Materials,

Nature Communications, Science Advances等文章 40余篇。获

得分子影像创新与转化中心青年研究学者（CMIIT）奖（2次）等奖项。获国家

级青年人才项目资助，临港实验室“求索杰出青年计划”资助。主持国自然面上

项目，科技部重大专项子课题负责人。

报告摘要：

今年随着诺华（Novartis）公司靶向放射性配体疗法 Pluvicto（曾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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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Lu-PSMA-617）的上市，有机小分子诊疗药物的开发变得炙手可热。荧光成

像可用于部分浅表肿瘤的诊断及手术导航治疗，目前在临床前研究及临床药物开

发领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目前靶向荧光探针的临床转化还处于初级阶

段。荧光探针的转化长期受制于该成像模态穿透深度的限制。近年来流行的短波

红外（或近红外二区 NIR-II）荧光成像技术由于所用激发光（808 nm, 980 nm,

1064 nm）及采集的荧光波长较长 (1000-1700 nm)，光散射、组织吸收及组织

自荧光效应较少，活体成像可实现厘米级穿透深度高分辨成像，极大超过传统可

见近红外荧光成像（700-900 nm）1~2 mm 的成像深度，使临床转化的潜力大

大增加。但同时 NIR-II 染料面临着荧光量子产率低，摩尔吸光系数差，稳定性

不高等瓶颈问题。PET成像由于较高的灵敏度及无限制的穿透深度，临床用于

肿瘤原发灶的发现及癌症早期诊断，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但临床使用的靶

向 PET诊断及放射性治疗探针相对缺乏，大量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需要新探针

匹配。报告人长期从事有机小分子荧光及 PET诊疗探针的开发，尝试解决目前

探针及临床应用遇到的各种瓶颈问题。

另一方面随着针对知名靶点开发传统药物的赛道越来越拥挤，first-in-class

药物研发进入到多靶点，复杂药理作用机制药物开发阶段。传统基于单靶点，细

胞测试评价的方法越来越无法满足这类药物药效评价的需求。本次汇报将围绕报

告人专注的有机小分子荧光/PET诊疗探针以及分子影像药效评价的研究。针对

肿瘤成像，手术导航，复杂作用机制脑卒中药物筛选/药效评价的探索进行讨论。

邀请报告 9：近红外二区成像技术进展与成像信噪比优化方法

艾中凯,博士，上海恒光智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CTO。2008年2014

年，博士毕业与新加坡国立大学电气与计算器工程系。2015年至

2019 年就职于美国普林斯顿仪器公司(Princeton Instruments)，

担任应用科学家职位，负责探索弱光信号探测技术在前沿科学中

的结合，深度参与许多前沿的科技项目，在弱光成像技术上有多

年持续的积累。2020年至今，作为恒光智影联合创始人之一，参与公司技术专

利 8项，推出了新一代平台型近红外二区活体成像系统，具有丰富的产学研结合

经验。

报告摘要：

短波红外（或近红外二区 NIR-II）荧光成像技术是近 10年被发展出的新型

成像技术。由于所用激发光（808 nm, 975 nm, 1060 nm）及采集的荧光波长较

长 (1000~1700 nm)，光散射、组织吸收及组织自荧光效应较少，短波红外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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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可以实现更深组织更清晰的成像。目前的研究认为短波红外可以实现活体数

厘米深组织的高分辨成像，大大超过传统可见近红外荧光成像（700-900 nm）

1~2 mm 的成像深度。该技术被认为是传统荧光成像技术的突破，被称为下一

代荧光成像技术。短波红外荧光成像领域已开发的生物应用集中在目前热门的肿

瘤组织标记、荧光手术导航、免疫治疗成像、细胞追踪、活体肠道菌群成像上，

引起了生物医学领域广泛的关注。得益于超越传统荧光成像的穿透深度及深组织

分辨率，近红外二区荧光成像在临床上同样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开发合适的短

波红外成像设备及相应荧光染料对该技术的推广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报告将着重

介绍报告人专注的短波红外染料，仪器及相关生物医学应用开发的进展情况。

邀请报告 10： HyperVR: a hybrid deep ensemble learning approach for

simultaneously predicting virulence factors and 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

张湘莉兰，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副研

究员，硕导。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本科，国防科

技大学和滑铁卢大学联合培养博士，滑铁卢大学博士后。主要从

事机器学习、生物信息学、微生物学研究。先后在 Nature Methods、

PNAS等国际刊物发表论文 50余篇，参编中英文专著 3本，获软

著 4项。承担国自然、国家重点研发等多项课题。作为负责人设计完成病原体智

能检测分析平台建设，用于实验室常规及应急病原体鉴定和溯源。

报告摘要：

Infectious diseases emerge unprecedentedly, posing serious challenges

to public health and the global economy. Virulence factors (VFs) enable

pathogens to adhere, reproduce and cause damage to host cells; and

antibiotic resistance genes (ARGs) allow pathogens to evade otherwise

curable treatments. Simultaneous identification of VFs and ARGs can save

pathogen surveillance time, especially in-situ epidemic pathogen detection.

However, most tools can only predict either VFs or ARGs. Few tools that

predict VFs and ARGs simultaneously usually have high false-negative rates,

are sensitive to the cut-off thresholds, and can only identify conserved genes.

To better simultaneous prediction of VFs and ARGs, we propose a hybrid deep

ensemble learning approach called HyperVR. By considering both best hit

scores and statistical gene sequence patterns, HyperVR .

combines classical machine learning and deep learning to simultane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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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ccurately predict VFs, ARGs and negative genes (neither VFs nor ARGs).

For the prediction of individual VFs and ARGs, silico spike-in experiment (the

VFs and ARGs in real metagenomic data), and pseudo VFs and ARGs (gene

fragments), HyperVR outperforms the current state-of-the-art prediction tools.

HpyerVR uses only gene sequence information without strict cut-off thresholds,

hence making prediction straightforward and reliable.

邀请报告 11：Application of Bioinformatics in Pharmacy, Biomedicine & Health

Dr. Faez Iqbal Khan i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the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Sciences at the Xi’an Jiaotong-Liverpool University.

Dr. Khan received his Ph.D. degree in Computational Chemistry

(Bioinformatics) from Durb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outh

Africa. He received his B.Sc. and M.Sc. degrees in Biomedical

Science and Bioinformatics. Dr. Khan carried out further research work and

teaching at Rhodes University (South Africa),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the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is primary research focuses on Protein engineering, Protein folding, drug

design and Protein dynamics. Dr. Khan established wide-ranging

collaborations with BRICS countries and mentored several postgraduate

students. He has authored over 70 pub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peer-reviewed

journals that are well cited.

报告摘要：

Reports from previous published papers:

1. We predicted several natural compounds as potential multi-target

inhibitors of structural proteins of SARS-CoV-2 [1]. In this study, we compiled

the known natural anti-viral compounds using text mining of the literature and

examined them against four major structural proteins of SARS-CoV-2, namely,

spike (S) protein, nucleocapsid (N) protein, membrane (M) protein and

envelope (E) protein. We identified fangchinoline and versicolactone C as the

compounds to exhibit strong binding to the target proteins and causing

structural deformation of three structural proteins (N, S and M). We

recommend the inhibitory effects of these compounds from our study should

be experimentally validated against SARS-Co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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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evelopment of new drugs is a time-taking and expensive process.

Comprehensive efforts are being made globally toward the search of

therapeutics against SARS-CoV-2. Several drugs such as remdesivir,

favipiravir, ritonavir, and lopinavir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treatment regimen

and shown effective results in several cases. Among the existing

broad-spectrum antiviral drugs, remdesivir is found to be more effective

against SARS-CoV-2. We also performed some analysis on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of remdesivir. We concluded that remdesivir strongly binds to

RNA-Dependent RNA Polymerase, membrane protein, and main protease of

SARS-CoV-2 [2].

3. Various metabolites identified with therapeutic mushrooms have been

found from different sources and are known to have antibacterial, antiviral, and

anticancer properties. Over thousands soil growth-based mushroom

metabolites have been discovered, and utilized worldwide to combat

malignancy. In this study, psilocybin-mushroom that contains the psychedelic

compounds such as psilacetin, psilocin, and psilocybine were screened and

found to be inhibitors of SARS-CoV-2 Mprotease. It has been found that

psilacetin, psilocin, and psilocybine bind to Mprotease with -6.0, -5.4, and -5.8

kcal/mol, respectively. Additionally, the psilacetin was found to inhibit human

interleukin-6 receptors to reduce cytokine storm. The binding of psilacetin to

Mprotease of SARS-CoV-2 and human interleukin-6 receptors changes the

structural dynamics and Gibbs free energy patterns of proteins.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psilocybin-mushroom could be utilized as viable potential

chemotherapeutic agents for SARS-CoV-2 [3].

The remarkable rise of the current COVID-19 pandemic to every part of

the globe has lifted the key concerns for the current public health care system.

The spike (S) protein of SARS-CoV-2 show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cell

membrane fusion and receptor recognition. It is a key target for vaccine

production. Several researchers studied the nature of this protein under

various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In this work, we applied molecular modeling

and extensive 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s approaches at 0℃ (273.15K),

20℃ (293.15K), 40℃ (313.15K), and 60℃ (333.15K) to study the detailed

conformational alterations in SARS-CoV-2 S protein. Our aim is to under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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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temperatures on the structure, function and dynamics of the S

protein of SARS-CoV-2. The structural deviations, atomic and residual

fluctuations were least at low (0℃) and high (60℃) temperature. Even the

internal residues of SARS-CoV-2 S protein are not accessible to solvent at

high temperature. Further, there was no unfolding of SARS-CoV-2 spike S

reported at higher temperature. The most stable conformations of

SARS-CoV-2 S protein was reported at 20℃, but the free energy minimum

region of SARS-CoV-2 S protein was sharper at 40℃ than other temperatures.

Our findings revealed that higher temperatures have little or no influence on

the stability and folding of SARS-CoV-2 S protein [4].

邀 请 报 告 12 ： Materials Science Innovation in Medicine: “Training” the

Drugs/Therapeutics to be Smarter

Prof. Wei Tao is the Farokhzad Family Distinguished Chair for

Innovation and Principal Investigator in the Center for

Nanomedicine at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BWH),

Harvard Medical School (HMS). He is also the first Chaired

Professor a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history of his institution.

He has received multiple awards/grants including the U.S. METAvivor Early

Career Investigator Award, HMS/BWH Anaesthesia Department Basic

Scientist Grant, Khoury Innovation Award, Center for Nanomedicine Research

Fund, Stepping Strong Breakthrough Innovator Award,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Collaborative Sciences Award, MIT Technology Review Top

Chinese Innovators Under 35, Clarivate’s Global Highly Cited Researchers

(since 2021), World's Top 2% Scientists (from Mendeley Data, Elsevier; since

2019), Chemical Society Reviews Emerging Investigator, Advanced Materials

Rising Star, Materials Today Rising Star Award, Angewandte Chemie

Outstanding Referees Award, Materials Horizons Top 10 Outstanding

Reviewers, etc. His primary research interest includes fundamental materials

innovation as well as their various applications in translational medicine. He

has published over 60 papers as a corresponding author in Nature R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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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 Nature Rev. Cardiol., Nature Nanotechnol., Science Transl. Med.,

PNAS, Nature Protoc., Nature Commun., Matter, Trends Chem., Science

Adv., Chem. Rev., Chem. Soc. Rev., Acc. Chem. Res., Angew. Chem., Adv.

Mater., etc. He also serves on numerous editorial or advisory boards of

reputable journals in Springer Nature, Elsevier, and Cell Press.

报告摘要：

Despite all of the coverage of new drugs, it is not enough to just have an

effective drug. To enhance therapeutic efficacy and reduce the side effects, the

drugs have to be protected and transported to the right location to get an effect

at the right time.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nano-/microscale

materials-enabled drug delivery platforms have made tremendous

advancements in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human diseases. Especially, the

recent great success achieved by the two highly effective mRNA nanoparticle

vaccine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further highlights the great potential

of drug delivery technologies. During the evolution of these drug delivery

technologies, materials science innovation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from

drug modification to the synthesis of different drug delivery platforms, which

fulfills effective medical applications in various diseases including cancers,

cardiovascular diseases, diabetes,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many others. In

this talk, I will introduce our current studies on nano-/microscale

materials-enabled drug delivery technologies with the promise to improve

health care, as well as our efforts in accelerating their translation into the drug

development pipeline.

邀请报告 13：新型基因递送纳米载体-高度支化聚（β-氨基酯）的研发及核酸药

物应用

王文新，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医学院以及都柏林大学机械和材料工

程学院终身讲席教授，浙江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学系客座教授，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讲席教授。王文新教授团队主要研究方向

包括：高分子可控聚合机理和动力学控制策略及其在生物功能材

料设计与合成中的应用，如组织修复和基因治疗等。王文新教授

已发表 210余篇高水平学术论文，且已有 34项发明专利并有 17项已转让向产

业界，并创建了 5家生物技术公司实现前沿技术转化。



51

报告摘要：

基因治疗具有巨大的临床应用潜力，但限制其向临床转化的核心瓶颈之一是

缺乏安全而高效的基因传递载体。传统的病毒类载体如腺病毒，类流感病毒等相

关病毒载体递送效率较高，且在近年的优化研发过程中就安全性已经有了极大的

提高；但其激发人体免疫反应，导致基因突变、癌变以及其他罕见副作用等隐患

尚存，长期安全性未知，都是病毒类载体在复杂的生产流程和较为高昂的生产成

本之外的主要局限性。

而非病毒载体，特别是阳离子类化学合成载体，例如广泛应用于 mRNA新

冠疫苗的脂质纳米颗粒（LNPs），近两年在真实世界中验证了其用于基因治疗

的巨大潜力。然而 LNPs递送技术，从研发到规模化生产，欧美公司已经建立起

了坚实的专利和技术壁垒。而阳离子聚合物核酸递送载体，具有结构库庞大、基

因容载量大、稳定性高，易于规模化生产等优点，其广阔性和待挖掘潜力能够为

我国在核酸递送技术领域作出关键专利突破和开发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核酸

药物提供绝佳机会。

其中，我们课题组发明的超支化聚（β-氨基酯）（HPAE，具有多项国际专

利）近年来在国际上获得了普遍认可。相比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 Robert

Langer教授课题组开发的线性聚（β-氨基酯）（LPAE），HPAE通过突破性可

控聚合机理，实现了高度灵活的规模化生产，同时显著提高了其在多种细胞中（包

括原代细胞和干细胞）以及体内的基因递送的效率和稳定性。丰富的支化末端也

为靶向递送也提供了绝佳的多修饰位点。

我们课题组基于在隐性遗传性营养不良性大疱性表皮松解症（RDEB）的丰

富经验，针对该首个适应症，正在研发基于递送质粒 DNA、信使 RNA或基因编

辑核糖核蛋白复合体（RNP）的各类 HPAE递送载体的基因替代/编辑治疗方案。

RDEB为编码 VII型胶原蛋白（C7）的基因 COL7A1发生突变，导致皮肤包括

黏膜的结构强度和功能严重缺失，患者预后极差，目前无有效治疗方案上市。因

此我们设计通过 HPAE递送表达 C7的 DNA或 RNA，或使用 RNP修正序列突

变，从而恢复患者的皮肤功能。目前我们在植皮动物模型上已成功实现高效的

HPAE核酸递送，治疗后，在植入人类皮肤基底层上观察了到功能正常、稳定长

期的人源 C7蛋白水平，并进一步验证了其安全性，获得了扎实的概念验证。因

此我们正在启动进一步的核酸药物工艺研发和临床前试验，为 RDEB的临床治

疗打好坚实基础。也可以预见，通过递送不同的功能性核酸或基因编辑蛋白，

HPAE可广泛应用于其他各种基因突变疾病的基因治疗或新型疫苗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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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报告 14：mRNA纳米药物研发

宋相容，药剂学博士，生物学博士后，哈佛医学院纳米医学和免

疫学访问教授，现为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成都威斯津生物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常务副总经理）,主要研究方向为：

“基于靶向递送的 mRNA药物研发”。 目前已获得 1类新药临

床试验批件 1个，主持研发的新冠变异株 mRNA疫苗已向中国、

墨西哥、菲律宾的药监局申请临床研究。申请发明专利 51项(国际专利 4项)，

已授权 16项、实现企业转让 4项。牵头转予药企的成果 3项，累计成果转化 1.4

亿元。主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等国家及省部级等

课题 30余项，在 Nature、Adv Mat、J Control Release、Adv Drug Deliv Rev

等发表 SCI论文 100余篇(他引 3100余次；一作/通讯 IF>10的 14篇)。

报告摘要：

mRNA药物极易降解失活，研发技术壁垒高。我国 mRNA疫苗研发领域面

临诸多“卡脖子”技术，在新冠的 mRNA疫苗研发方面远远落后于国际大公司，

目前也尚无自主研发的 mRNA新药上市。依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生物治疗国家

重点实验室，组织了生物学、免疫学、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纳米医学、生物信

息学、药理毒理学、智能制造等领域的专业团队，集中攻关，突破了 mRNA的

全球专利壁垒，在 mRNA设计、递送系统和智能制造等核心领域，构建了完整

的自主知识产权体系，建立了年产 1亿针的生产工艺。带领团队成功孵化了生物

技术公司：威斯津生物。将深入探讨 mRNA药物的转化研究技术难点，助力我

国 mRNA新药研发。

邀请报告 15：LNP的 Unchained Labs方案：从制备到分析

毛禹，202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附属中山眼科中心眼科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分子医学（基础医学）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为人视网膜

母细胞瘤的表观遗传机制和小分子抑制剂药物开发，发表两篇SCI

论文。2022年起在 Unchained Labs公司担任 Field Applications

Scientist，领域为蛋白与核酸等生物大分子分析。

报告摘要：

随着 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爆发，世界对新冠疫苗的需求量日益增大。

Moderna及 Pfizer/BioNTech的 mRNA新冠疫苗陆续上市后，行业逐渐认识到

mRNA 新冠疫苗/药物的可行性与优势 。脂质纳米颗粒（Lipid Nanop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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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P）是目前核酸药物研究应用最多的递送系统之一，能够安全而有效地递送核

酸。目前已经有使用 LNP的核酸药物获批，例如 Alnylam公司获批的 siRNA药

物 Onpattro。

常用的脂质纳米颗粒制备方法主要有薄膜水化法、挤出法、均质法等。目前

采用微流控混合技术来制备核酸脂质纳米颗粒是较为先进的方法，该方法相对简

便快速，条件温和，同时容易实现生产规模放大。搭载了微流控混合技术的

Unchained Labs最新产品 Nunchuck，可以一次筛选最多 8 个总流速以获得理

想粒径的 LNP，其结果一致性良好，可获取所需的正确粒径，且具有极低的 PDI

值，证明其分散性良好；包封率可达 85%以上，一次性可制备 0.5-200mL内任

意体积的 LNP样品。

由于微流控的两相溶液分别为溶解于酸性水相的核酸以及溶解于有机相的

脂类，这样复杂的混合溶液需要在包裹后进行缓冲液置换来稳定 LNP的结构，

其目的是去除产品中残留的有机溶剂。Unchained Labs 推出的 Big Tuna 和

Unagi两款全自动缓冲液置换浓缩平台，采用基于正压的超滤/透滤方法佐以程

序化的轨道混匀，可实现 8-96个最多 8mL的 LNP样品同时自动换液或进行高

达 100倍的浓缩，且回收率在 90%以上。只需在仪器中装入样品和缓冲液即可

自动完成换液和浓缩，且过程中的置换率和样品体积实时变化皆可导出详尽报

告，节省大量人力与时间。

根据 2018 年 4月 FDA 发布的“Liposome Drug Products”（脂质体药物产

品）行业指南，mRNA原液药的放行及表征测试需要包括以下几个关键参数：

多分散性指数 PDI、Zeta电位、mRNA 完整性和浓度、mRNA包封率(%)、脂

质特性和纯度、pH值和渗透压、残留溶剂和无菌性、稳定性等。Unchained Labs

的蛋白核酸定量与粒度分析仪 Stunner 能够以微量样品快速地获取最多 96 个

LNP样品的 mRNA浓度和 LNP粒径与 PDI以及氮磷比等信息，相比传统方法

无需裂解 LNP并能以更少的染料检测样品的包封率。另一款一站式多功能稳定

性分析平台 Uncle则仅需 9uL样品即可提供 LNP在热应力下粒径变化和结构稳

定性信息，同时可以实现最多 48个样品的检测和筛选。从 LNP制备到质控分析，

我们为您提供了一套创新及自动化的解决方案，加速 LNP开发与生产流程。

邀请报告 16：ABCB11/BSEP对胆汁酸的调节作用及对肝癌发生发展的影响

刘中秋，博士，二级教授，岐黄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现

任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从事专业为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

专注于中药药物代谢调控机制和防治疾病的药理学研究。主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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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级和省部级项目 23项。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研究型论文 258篇，H-Index为 52。

获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兼任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Pharmacological

Research-Modern Chinese Medicine等 6本国内外杂志的副主编、编委。

报告摘要：

胆汁酸是胆固醇在肝脏代谢的终产物，也是胆汁中的重要成分，在脂肪的吸

收、转运以及预防胆结石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胆汁酸还是一种

信号分子，通过作用于胆汁酸受体调控肝脏相关疾病的发生发展。体内胆汁酸稳

态主要由肝肠循环和 FXR受体介导的负反馈机制调节。其中，BSEP转运蛋白

（由 ABCB11 基因编码）介导的转运是胆汁酸肝肠循环的限速步骤。人类

ABCB11基因缺陷可导致 PFIC2，使肝癌发生风险显著增加。我们近期探索了

ABCB11/BSEP对体内胆汁酸稳态的调控作用，以及对肝癌发生发展的影响。证

实了 ABCB11基因缺陷与肝癌的发生密切相关。ABCB11基因在肝癌组织中的

表达水平显著下降。ABCB11基因缺失小鼠表现为进程性肝内胆汁淤积性肝损

伤、肝纤维化，在年老时自发肝癌。发生机制可能与 ABCB11基因缺失小鼠肝

内 CYP8B1表达下降，导致具有 FXR 受体拮抗/非激动作用的胆汁酸比例显著

增加，进而抑制肝脏 FXR 信号，通过激活Wnt/β-catenin 等信号通路促使肝癌

的发生有关。FXR受体激动剂有望成为治疗 ABCB11基因缺陷相关疾病的有效

药物。

邀请报告 17：微纳米技术在中药领域的基础及应用研究

奉建芳，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现为广西中医药大学特聘教授、

药学院院长，广西首批高层次人才（B层次）。曾任上海中医药

大学处长、研究员、博导,上海中医大资产经营公司董事长。兼任

江西中医药大学特聘教授、博导；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药用资源分

会副会长，世界中联中药药剂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国家青年千人

计划等项目评审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曾获“上海市优秀

技术带头人”称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4项。

报告摘要：

微纳米技术在中药领域的基础及应用研究较为广泛，主要包括超微粉技术、

高分子材料载药技术、包合技术、固体分散技术等应用于制备微纳米中药粉、中

药微纳米载药系统、中药固体分散体、中药包合物等中药微纳米制剂，目的是改

善中药及其活性成分在体内的吸收、分布，提高临床有效性。但目前，微纳米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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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在中药领域的基础研究存在诸多问题，在中医药理论指导微纳米技术在中药领

域的研究与应用方面、微纳米化中药在安全性、微纳米中药制备技术等方面缺乏

足够的基础研究，难以达到微纳米中药的应用需要。

邀 请 报 告 18 ： Nanotechnology for boosting the therapeutic efficac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胡凯莉，复旦大学药剂学博士，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访问

学者，上海中医药大学荣誉体系特聘教授。致力于以纳米技术提

高传统中药和脑部疾病的治疗效果。以课题责任人身份承担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青年基金项目等 10余项，相关研究成果

发表在 ACS Nano, ADDR。获中国药学会科学技术二等奖，上海

市科技进步三等奖、上海市青年科技启明星、上海市卫计委优秀青年人才。中国

药学会药剂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药药剂专业委员会委

员、理事会成员。

报告摘要：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gredients have the advantages of

multi-channel and multi-target in the treatment of tumors and brain diseases,

but their poor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greatly limit their application. A

great deal of related research on Chinese medicine ingredients often falls into

the dilemma of strong effect in vitro and ineffectiveness in vivo. In its early days,

research about nanomedicine mainly centered on promoting the functions of

already available therapeutics through novel properties generated at the

nanoscale. The field then expanded at a very fast pace; the various properties

and modifiable ability of nanomaterials led to multifunctional and personalized

nanomedicine. With designs based on information about patient- and

disease-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personalization can enhance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nanomedicines on different diseases. We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research work on key scientific issu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onent targeted nano preparations, such as how to improve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onents through

targeted nano drug delivery technology, innovat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reparations, and improve the in vivo efficac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onents. We aimed at developing new nano targeted traditional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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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ine preparations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fficac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ponents,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邀请报告 19：复杂（微纳米）注射剂的研究与创新

何军，男，博士，中国药剂学青年学者论坛专家委员会委员，上

海市药学会药剂专委会委员，上海市药品审评核查专家，国家科

技部在库专家等。近五年来承担“十三五”和“十二五”重大新

药创制、国家 973、上海市科委等多项项目，完成 20 余项产业

化课题的研究，获得临床批件 5 项、生产批件 7 项。曾获上海市

青年科技启明星、上海市青年岗位能手、中央企业青年岗位能手、上海市科学技

术奖三等奖等奖项和荣誉。

报告摘要：

随着我国医药产业的转型和发展，国内医药企业正面临着从普通仿制到产业

升级的巨大挑战，复杂（微纳米）注射剂的研究和开发已成为医药企业创新能力

和竞争力的体现，但由于其一般采用先进的制剂技术（如药物微纳米化）制备，

其处方工艺和过程控制较为复杂，是制约其产业化的瓶颈之一。本报告介绍了目

前国内外药监机构对复杂（微纳米）注射剂的最新思考以及相关的技术审评要求，

并结合团队的研究开发经验，分享在复杂（微纳米）注射剂研究方面的创新思考。

邀请报告 20：维吾尔医治疗白癜风的特色及进展

李治建，博士，研究员、主任药师，博士生导师，新疆第十一批

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自治区维

吾尔医医院 党委委员、副院长。入选自治区“天山英才”、“天

山创新团队”、“天山雪松计划”“青年岐黄学者”等人才计划。

兼任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科研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毒理学会

青年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毒理学会生殖毒理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中国毒理学

会中药与天然药物毒理专业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近年来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

项，主持国家重点研发专项、重大新药创制专项课题等 7项。主持或参与 23项

民族药的新药研发工作，获得临床研究批件/默示许可 11 项，其中主持和参与

的新药成果转化 2项、专利转让 4 项。获新疆科技青年奖，自治区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二等奖，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等 7项科技奖励。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专著 3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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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药品管理办法》、《药品注册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技术指导原则关于中药新药研发的规定和要求，围绕药品审评

审批监管改革背景、中药注册分类及申报资料要求、中药研发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民族药新药研发阶段循证实践等方面，结合研究工作，浅谈民族药新药研发阶段

的循证研究工作如何开展。

邀请报告 21：基于中药没食子和铋剂构建新型载药系统及其胃溃疡的治疗作用

韩博，教授，博士生导师，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被授予有

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特贴专家，兼任新疆植物药资源

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主要从事新疆特色植物药研

究与开发工作。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项（面上 1项，地区 3

项）。第一或通讯作者在 Small, 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等

杂志发表国际高水平论文 20篇。获兵团科技进步一等奖 1次（第 6）、二等奖

2次（第 1、第 6）、三等奖 1次（第 2）和第六届兵团青年科技奖。

报告摘要：

含铋疗法已被建议作为治疗胃溃疡（GU）和根除幽门螺杆菌的一线疗法。

目前的治疗策略称为四联疗法，包括质子泵抑制剂、铋剂和两种广谱抗生素，生

物利用度较低，用药品种复杂影响了患者用药依从性。本研究从天然产物的角度

出发，在筛选出没食子中抗 GU的活性多酚成分，阐明活性成分抗 GU的相关分

子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了胃内靶向一体化治疗平台：获得了包括铋、没食子单宁

和四环素在内的多种协同抗胃溃疡药物组成的药物递送载体(BiG@MCs)；评估

了 BiG@MCs在吲哚美辛诱导的啮齿动物胃溃疡模型中的治疗效果；为临床 GU

的治疗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新的角度。

邀请报告 22：基于肠道转运体调控二肽药物口服吸收的研究

姜琪坤，男，博士。2019年获得沈阳药科大学药剂学博士学位；

2020年-2022年于沈阳药科大学从事师资博士后工作，目前留任

于沈阳药科大学；作为课题负责人主持国家及省市级项目 5项；

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身份在 Acta Pharmaceutica Sinica B、

Journal of Controlled Release、Nano Research 和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等期刊发表 SCI论文 10余篇；先后获得第一届全国博士后

创新创业大赛优胜奖和沈阳市自然科学学术成果二等奖等；申请专利 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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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转让于药企专利 1项；研究方向为基于前药技术的改良型新药研究。

报告摘要：

环二肽具有多种生理功能，如抗炎、抗菌、降糖等，但低口服生物利用度限

制了环二肽在临床上的应用。大部分直链二肽化合物是肠道寡肽转运蛋白 1

（PEPT1）的底物，可通过表达在小肠上皮细胞刷状缘膜的 PEPT1特异识别和

转运，但直链二肽的两个氨基酸残基经环化后，被 PEPT1有效识别的基团（如

C-端羧基或 N-端氨基）可能被掩盖，导致环二肽与 PEPT1亲和力变差，随之膜

渗透性和口服吸收显著降低。针对低膜渗透性的环二肽活性候选药物，本课题拟

采用“伪三肽”前药策略，提高前药与 PEPT1的亲和力。本课题选取具有抗肝炎

和保肝作用的低膜渗透性环二肽 JBP485为模型药物，在 JBP485的羟基上通过

酯键引入不同 L-氨基酸来设计一系列“伪三肽”前药，重点考察前药的体内外稳定

性、膜渗透性、细胞摄取机制、药动学行为以及抗肝炎和保肝作用，并通过构效

关系来指导前药的优化。

分会场四：微纳加工与集成技术

主题报告：基于 MEMS的植入式脑机接口器件研究

刘景全，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微纳电子学系系主任，微米纳

米加工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交大）。主要从事脑机接口器

件和微纳精密制靶研究。主持国家自然基金重点、国家重大专项、

科技部脑计划重大项目和中科院先导等项目。近几年在 Science

Advances、 Advanced Materials等国际著名刊物上发表论文近

50篇，本领域顶级国际会议论文近 20篇。入选 ESI高引用论文 3篇。获教育

部自然科学一等奖 1项和上海市发明一等奖 1项。

邀请报告 1：纳米材料超快激光加工及功能器件制备研究进展

闫剑锋，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

向为激光微纳制造。2013年在清华大学机械系获博士学位，曾在

加拿大 University of Waterloo、美国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做访问学者及研究助理。发表学术论文 50余篇，其中

以 第 一 / 通 讯 作 者 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ACS Nano等国内外权威学术期刊发表 SCI论文 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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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国家/国际发明专利 20余项。主持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国家自然基金面

上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北京市科技计划等项目，入选国家高层次青

年人才计划，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等奖励。

报告摘要：

Ultrafast laser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micro/nano processing owing to its

ultrashort pulse duration and ultrahigh peak power. In this talk,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between ultrafast laser and materials is introduced. It is a nonlinear

and nonequilibrium process, which can lead to a variety of physical

phenomena, such as multi-photon ionization, tunnel ionization and other

ionization mechanisms. The recent progress of micro/nano fabrication and

crystal structure control based on our research are presented. This talk

describes the fundamental aspects of laser- metal nanomaterials interaction

that leads to nanoscale energy deposition through light amplification and heat

generation. Our attention is focused on ultrafast laser-induced fast processes

in the reshaping and ablation of metal nanomaterials that revealed the

heating-cooling dynamics. Besides the importance of the primary process in

physics and chemistry, application of the light-metal nanomaterials interaction

has attracted significant interest from various areas ranging from material

fabrication and energy conversion and environmental remediation. The

application prospect of laser processing of metal nanomaterials in many fields

is also demonstrated.

邀请报告 2：微纳制造与氮化镓基半导体光电子器件

周圣军，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

才，湖北省杰青、楚天学者。长期从事微纳制造与 GaN基半导体

光电子器件研究工作，主持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10 余项，在

Nano Energy 等期刊发表第一或通讯作者 SCI 论文 86篇，主编

学术专著 2部（科学出版社和 Springer出版社），获授权国家发

明 专 利 26 项 ， 研 究 成 果 被 《 Semiconductor Today》 和 《 Compound

Semiconductor》专栏报道 17次。担任《光子学报》第一届青年编委，第十七

届 ICEPT国际学术会议组织委员会共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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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GaN基 LED具有发光波长可调、发光效率高、节能、环保、寿命长、体积

小等优点，在汽车照明、高分辨率全彩显示、可见光通信、光遗传、通用照明等

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介绍了本研究小组利用 MOCVD原位生长技术、激

光加工技术、ICP刻蚀技术、TMAH湿法腐蚀技术在 LED芯片的不同位置制备

微纳光学结构，提升 LED芯片的光提取效率。汽车大灯和特种照明应用领域需

要大电流驱动 LED芯片，针对大电流驱动条件下，电流聚集导致 LED芯片电注

入难的问题，设计与制造了一种三维倒装结构 LED芯片，通过阵列分布的三维

通孔电极，缩短电流横向扩展长度，使电流分布更加均匀，解决了电流聚集问题，

使蓝光 LED芯片的电注入效率达到 99%，光输出饱和电流密度提升了一倍。在

绿光 LED外延结构中引入 InGaN/GaN超晶格，通过调节 InGaN/GaN超晶格生

长温度和周期对 V-pits的密度和尺寸进行调控，利用 V-pits屏蔽位错，提升绿光

LED芯片的外量子效率。在黄光 LED中引入阶梯形量子阱结构，增加电子和空

穴波函数空间重叠度，显著提升了黄光 LED的辐射复合效率。发展溅射 AlN成

核层/图形衬底模板技术降低氮化物材料位错密度，为发展高效率紫外 LED提供

技术支撑。

邀请报告 3：基于纳米光学天线的超灵敏病毒抗原传感器

臧法珩，上海交通大学微纳电子学系长聘教轨副教授。2008年和

2011年，上海交通大学本科和硕士；2016年，美国马里兰大学电

子与计算机工程系博士。回国前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博士后

研究员，美国歌尔电子任首席工程师。2021年获上海市海外高层

次人才。主要研究方向为纳米光学器件、微纳生化传感器、微系

统集成。在 Advanced Materials, Biosensors and Bioelectronics等期刊以第一

作者和合作作者发表 10篇高水平期刊文章，在 Transducers, EIPBN等国际会

议发表论文并多次口头报告。申请发明专利 6项。

报告摘要：

微纳结构敏感单元在生物传感器中可极大地提升生物分子检测灵敏度和最

小检测限，有助于对病毒感染的早期准确筛查。此研究发展了一种基于三维纳米

天线的超灵敏病毒抗原传感器，突破了现有抗原检测中对痕量抗原分子量化分析

困难的技术瓶颈，并被成功地应用于埃博拉病毒可溶性糖蛋白抗原的超灵敏检

测。三维纳米天线敏感结构表现出极强的表面等离子体谐振荧光增强效应，在纳

米天线表面形成了数十万倍电场增强，放大了生物检测中的荧光信号，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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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mL级埃博拉病毒抗原最小检出限。研究还探索了基于纳米压印和 UV-LIGA

的跨微纳尺度的模板化制造技术，以三维纳米天线与微流控芯片的一体化集成，

实现了免疫层析式三维纳米天线传感检测。该项研究为构建超灵敏病毒抗原检测

的敏感单元、自动化检测系统提供了创新的结构设计、制备工艺和检测方法，提

升抗原检测系统的灵敏度和量化分析能力。

邀请报告 4：压电微型超声波换能器（PMUT）的研发与应用

卢奕鹏，现任北京大学副教授、研究员，曾任 Qualcomm高级主

任工程师 (2015-2022)。在 PMUT的机理、关键工艺、微系统集

成做出了原创性的突出贡献，实现了 CMOS集成的 PMUT阵列，

并将其应用于超声指纹识别传感器，核心技术专利被领军公司竞

买并产业化。在 Qualcomm主导开发的全球首例微型超声指纹传

感器芯片已量产，出货超过数亿颗。多次获得重要奖项包括 MEMS/ISSCC会议

最佳论文、the BEST of BSAC、Super Qualcomm Star 等，受邀担任 IEEE

TUFFC 副主编、会议 Solid-State Sensors, Actuators and Microsystems (Hilton

Head) 2022 TPC、IEEE SFBAMEMS & Sensor Chapter 委员会委员等。

报告摘要：

超声换能器被广泛应用于医疗成像、工业无损检测、汽车超声波雷达等。基

于体压电材料的传统超声换能器具有体积大、不易加工、低带宽等缺点，限制了

其在很多高端智能系统以及消费电子的应用。针对以上问题和迫切需求，基于

MEMS 技术的低功耗、小型化、一体化集成的高性能压电微型超声换能器

（PMUT）阵列成为近几年在本领域的主要研究热点。本报告会侧重于介绍

PMUT的前沿进展包括其机理、设计、工艺、系统集成。此外会针对于 PMUT

技术的发展带来的超声技术在在智能手机、汽车电子、智能家居、自动驾驶、机

器人以及医疗器械等新兴领域的应用以及未来展望进行讨论，包括超声指纹识别

传感器、可穿透任何介质的触摸传感、XR/元宇宙的人机交互、即使诊断的超声

成像设备、以及超声可穿戴等。

邀请报告 5：激光直写制造柔性电子与系统集成

徐凯臣，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导。入选国家级青年人才

计划，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特别研究员。2014年本科毕业于南

京邮电大学，2018年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前往

日本大阪府立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主要从事多功能柔性电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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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器制造、激光微纳制造研究。在 Adv. Mater.等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 30余篇。

主持或参与科技创新 2030重大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国家级项目。担

任 Engineering（中国工程院院刊）青年通讯专家，期刊 《光电工程》编委，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xtreme Manufacturing》（《极端制造》）青年编委，

为 40余个期刊审稿 170余次。

报告摘要：

柔性智能感知技术，作为柔性电子技术的重要体现形式之一，颠覆性地改变

了传统刚性器件的物理形态，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高性能柔性传感器的构筑通常基于结构和材料的合理优化设计。先进激光加

工，作为柔性传感器制造的有效方法之一，具有多种用途。基于光与物质的相互

作用，我们设计开发了多种新型柔性传感器，实时监测应变、温度、流量、湿度、

角度等信号。结合多种混合型制造技术，本次报告也将介绍阵列型或多模态化的

柔性传感系统，及其在人-机-环境感知交互与健康管理方面的应用。

邀请报告 6：非硅纳流控：石墨烯纳米孔加工原理与应用探索

王路达，北京大学特聘研究员，入选国家高层次青年人才项目。

研究兴趣包括分子级流体输运研究，气体/离子微纳传感器，生物

医学中的分离应用等。发展了在石墨烯上亚纳米孔的加工新方法，

首次实现了分子级气体的流动调控。开发了引入（亚）纳米孔的

解耦合刻蚀方法；设计了仿生质子/钠离子通道；开发了应用于膜

式总有机碳分析仪中的 A3尺寸纳米孔单/双层石墨烯分离膜。发表高水平论文若

干，包括 Nature Nanotechnology (3 篇 ), Nano Letters (4 篇 ), Advanced

Materials (3篇), Science Advances (2篇), Nature Communications等。

报告摘要：

得益于其原子级厚度和稳定的物理化学性质，石墨烯不仅可以作为纳流体输

运机理研究的平台，也可以将其用于纳流控器件探索其潜在应用。一方面，揭示

纳流体的输运机制对于理解基本的物理和化学现象，如反应动力学、界面相互作

用、表面摩擦、热涨落等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利用这些机制来调控（亚）

纳米范围内的输运过程，可以对纳流体器件中分子输运的设计和控制进行指导。

本征石墨烯不透过除质子外的几乎所有分子原子，因此石墨烯的可控缺陷引

入是研究石墨烯纳流体的关键步骤。鉴于此，课题组聚焦石墨烯缺陷，尤其是（亚）

纳米孔缺陷的可控加工的原理、工艺与应用，重点研究石墨烯纳米孔的尺寸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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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结构的可控引入。对于尺寸的可控引入，通过研究石墨烯纳米孔的蚀刻动力学，

明晰了影响孔径分布和孔径密度的主导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耦合石墨烯

纳米孔制备方法，结合低能氩等离子体刻蚀缺陷引入技术和氧气等离子体选择性

刻蚀技术，成功实现了在石墨烯上引入高密度（超过 1012 cm-2）、窄分布的纳

米孔加工方法。该方法可以有效控制纳米孔的密度和孔径大小，其分离性能比一

般制备方法及商用膜更为优良。对于化学环境的调控，受到生物质子通道含氮官

能团启发，通过氮气等离子体在石墨烯中引入含氮官能团，通过质子化-去质子

化机制促进石墨烯跨膜质子输运，所得石墨烯膜具备高质子通量和选择性，与商

业 Nafion膜相比，质子通量提高 2-3个数量级，质子/甲醇选择性提高 1-2个数

量级，表现出优异的选择性质子输运性质；为进一步提高质子通量，提出了一种

自下而上的方法，调控了石墨烯中的晶界密度，结合对晶界的选择性刻蚀，可实

现超快质子选择性输运，与商业膜相比质子输运速率提升 3-4个数量级；相关研

究为仿生离子器件、甲醇燃料电池质子交换膜、氢能源等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关键

技术和重要研究基础。

另一方面，为探索石墨烯纳米孔加工技术的应用前景，课题组研制了分米级

（15×10 cm2）的大面积纳米多孔单层石墨烯分离膜和稳定性增强的双层石墨烯

分离膜。实现了石墨烯在膜基精密仪器（膜式总有机碳（TOC）分析仪）中的应

用范例，具有更高的精度和更好的稳定性。相关工作促进了石墨烯纳米孔加工、

缺陷可控设计的发展及其在膜基纳流体器件中的应用。

邀请报告 7：可植入型柔性电子器件及其生物医学应用

杨翌元，麻省理工学院Giovanni Traverso教授和 Robert Langer

教授组的博士后，西北大学 John Rogers 教授组机械工程系博

士。科研方向为可穿戴以及可植入性柔性电子器件在生物医学领

域的应用。在《自然》，《自然 神经科学》,《科学 机器人》

等期刊发表论文 20余篇。最近在《自然 神经科学》发表的关于

无线光遗传学器件的文章获得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并被包括《泰晤士报》、

《纽约时报》、《科学新闻》等在内的 50余家新闻媒体报导。

报告摘要：

生物医学领域的科学家们一直着迷并致力于探索人类性格和行为，尤其是社

会行为背后的神经学原理，并且以此为基础寻求治愈抑郁症，自闭症等一系列疾

病。在该领域的深入探索需要具有生物相容性的人工界面对生物有机体的活动提

供主动控制并在高时空精度下获取实时生理信号。光遗传学（optogenetics）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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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发展的利用特定波长的光来激活或者抑制通过转基因技术而表达光敏离子

通道（light-sensitive ion channels）的细胞的生物医学工具。本次报告将详细介

绍最新研发的和光遗传学生物技术相结合的可植入性柔性光遗传学器件并讲述

该器件如何在活体动物中实现对其神经活动在细胞精度下的精确实时控制以及

其在行为学实验中的广泛应用前景。该器件第一次在自由移动的小鼠动物试验中

实现了不同个体之间大脑活动的实时协同控制并成功通过控制内侧前额叶皮质

（medial prefrontal cortex）的神经活动实现对其社交倾向性的控制。该实验结

果将促进我们对神经活动和宏观行为之间关系的理解并最终推动转换神经科学

的发展来改善人类健康。

分会场五：微纳米智能机器人

邀请报告 1：表面张力与磁场力协同的微马达运动及其精准组装

石峰，2001年和 2004年获得吉林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位，2007

年获得清华大学博士学位，导师均为张希院士。2007-2008年在

德国马普高分子所博士后。2008年加入北京化工大学。主要研究

方向为宏观超分子组装，致力于阐释材料领域的界面-界面相互作

用，发展制备体相超分子材料的新途径。目前发表论文 90余篇，

SCI他引 5000余次。曾获得国家杰青，优青，北京市杰青，霍英东基金等项目

资助；入选“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青年长江，新世纪人才等人才计划。

报告摘要：

Supramolecular self-assembly of μm-to-mm sized components is

essential to construct complex supramolecular systems. However, the

selective assembly to form designated structures at this length scale is

challenging because the short-ranged molecular recognition could hardly

direct the assembly of macroscopic components. Here we demonstrate a

self-sorting mechanism to automatically identify the surface chemistry of

μm-to-mm components (A: polycations; B: polyanions) based on the A-B

attraction and the A-A repulsion, which is realized by the additivity and the

competence between long-ranged magnetic/capillary force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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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tic studie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agnetic/capillary forces

and the interactive distance have revealed the energy landscape of each

assembly pattern to support the self-sorting results. By applying this

mechanism, the assembly yield of ABA trimers has been increased from

30%~40% under conventional conditions to 100% with self-sorting. Moreover,

we have demonstrated rapid and spontaneous self-assembly of advanced

chain-like structures with alternate surface chemistry.

邀请报告 2：Circular swimming motility and disordered hyperuniform state in an

algae system

张何朋，200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2004年在美国纽约城市

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4年 8月到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丁分校

从事研究工作。2010年加入上海交通大学自然科学研究院和物理

与天文学院。已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物理评论快报（PRL）

等国际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30篇，在多个国际学术会议上做邀请报

告，主持多项国家和上海市的科研基金。2015年当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

年，2017年当选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报告摘要：

Active matter comprises individually driven units that convert locally stored

energy into mechanical motion. Interactions between driven units lead to a

variety of nonequilibrium collective phenomena in active matter. One of such

phenomena is anomalously large density fluctuations, which have been

observed in both experiments and theories. Here we show that, on the contrary,

density fluctuations in active matter can also be greatly suppressed. Our

experiments are carried out with marine algae (Effrenium voratum), which

swim in circles at the air-liquid interfaces with two different eukaryotic flagella.

Cell swimming generates fluid flow that leads to effective repulsions between

cells in the far field. The long-range nature of such repulsive interactions

suppresses density fluctuations and generates disordered hyperuniform states

under a wide range of density conditions. Emergence of hyperuniformity and

associated scaling exponent are quantitatively reproduced in a numerical

model whose main ingredients are effective hydrodynamic interactions and

uncorrelated random cell motion. Our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existe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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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ordered hyperuniform states in active matter and suggest the possibility of

using hydrodynamic flow for self-assembly in active matter.

邀请报告 3：胃部极酸性环境精准诊疗

陈卓，湖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 青年长江学者，国家优青。

2001年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2006年于北京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2006至 2010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目前已在Nat.

Biotechnol., Nat. Commun., JACS., Angew Chemie., Anal. Chem.

等期刊上发表论文 100余篇，他引 6000余次。承担过多项国家自

科基金、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等科研基

金。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功能材料设计、光谱分析、恶性肿瘤的诊疗等研究。

报告摘要：

胃部含有强酸性的胃液，大量高活性的消化酶以及黏稠的粘液层，在这种复

杂的环境下，常规纳米探针不稳定，信号无法稳定输出，检测灵敏度和选择性降

低。针对胃部特殊环境，我们的设计构筑磁性石墨纳米囊（MGN）材料。MGN

集成了石墨纳米材料优异的稳定性、抗腐蚀性、光学如拉曼等性质，以及磁性纳

米颗粒优异的富集分离和磁共振成像等功能，能克服胃部极酸性环境的腐蚀破

坏，具有稳定的光电磁信号转换输出能力。利用稳定的 MGN 材料并结合 MRI

成像技术以及小分子靶向策略，克服了极酸性环境的侵蚀，通过检测磁共振信号

与拉曼成像分析，有效地实现了无创性胃部原位靶向幽门螺旋杆菌检测。我们还

开发研制了一种超稳定的石墨囊纳米酶，该纳米囊不仅可以抵抗胃酸的腐蚀，并

且只有在酸性条件下才表现出类氧化酶活性，表现出了优越的选择性抗菌效果。

基于石墨纳米囊材料设计的生物医学分析平台的建立，为其在胃部极酸性环境中

的诊疗应用提供有效的工具显示了广阔的前景。

邀请报告 4：3D打印用于体外诊断的微型磁控软体机器人

张翼，现为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国家级青年人才，2021年任电子

科大特聘研究员。此前与 2016-2021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机械

与航天系助理教授。 张翼博士于 2013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

学院获得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学位，于 2007年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

学获得生物工程学士学位。他于 2013-2015 年在新加坡科研局

（A*STAR）生物工程及纳米技术研究所完成博士后，并于 2015-2016年在同一

单位担任研究员。 张翼博士的研究致力于通过研发微纳医疗系统来弥合技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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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之间的鸿沟，通过运用 3D打印及微纳加工等先进制造技术开发了一系列微

纳医学诊断系统。

报告摘要：

微型软体机器人可以主动改变自身的形状以实现更加灵活的运动和操作,因

而十分擅长在小尺寸且空间受限的环境中工作，这一独特的优势将使得他们被广

泛地运用在生物医学领域。磁驱动是目前控制软体机器人最流行的方法之一，因

为磁驱动具备可以远程无线控制、响应快速且易于实现的优势。然而由于制造技

术受限，目前大多数磁性软体机器人是由翻模铸造，通常需要繁琐及耗时的制作

步骤且局限于 2D结构，因而功能简单且单一。

3D 打印技术为打破这种局限提供了可能。立体光固化 3D 打印技术（Vat

Photopolymerization，简称 VP）具有高精度、高分辨率、快速成型等优点。通

过立体光固化技术，3D打印添加了磁性颗粒填料的弹性树脂，可以实现微型磁

性软体机器人的快速整体成型。然而在普通的立体光固化平台上，如果使用纳米

尺度的磁性颗粒填料，磁性颗粒会对树脂基质的光吸收造成很大的干扰。如果使

用粒径较大的微米尺度磁性颗粒填料，虽然对光吸收干扰较小，但是磁性颗粒会

快速沉降到容器底部，这将导致磁性填料在打印部件中的分布不均匀，甚至导致

打印无法完成。因此，大多数前期研究只使用纳米磁性颗粒作为磁性填料，同时

保持较低的载量（<1%) 来确保磁性复合材料能够成型，然而此类材料打印的微

型机器人不能产生大的磁力用以驱动微型结构的形变，这些机器人大多只能实现

刚性移动，通常也需要在液体环境中，利用液体的润滑特性与浮力来减少运动的

阻力。

这里我们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循环立体光固化 3D打印技术（Circulating Vat

Photopolymerization, 简称 CVP)来解决上述问题。CVP在普通立体光固化平台

中整合了一套树脂循环系统，该系统在打印过程中能不断地对磁性复合材料进行

混合，从而保证颗粒在树脂中的均匀分布。本文发现并解释了磁性颗粒的材料和

尺寸对光固化 3D打印过程的影响，论证了锶铁氧体（SrFe12O19）磁性颗粒作

为磁性填料的优越性，其作为磁性填料在磁性树脂中载量可高达 30%。通过使

用 CVP，本文展示了各种一次成型的栓系和非栓系微型磁性软体机器人以及其

通过 3D形变操纵液滴的能力。通过合理的自动化控制实现不同的磁性软体机器

人通力合作，成功地展示了针对碳青霉烯类抗生素耐药性的检测，这是目前其他

类型的磁性微型软体机器人难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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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报告 5：生物材料临床转化初步探索

周民,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

第二医院研究员，恶性肿瘤预警与干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浙江省特聘专家。本科和博士毕业于山东大学，在美国德克萨斯

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任博士后和讲师职位。主要从事医学影像学

与纳米医学领域的研究，发表 100余篇论文,其中以通讯作者发表

论文 40余篇。2017、2018连续两年获得“浙江大学十大年度学术进展提名奖”。

科研成果多次被新华社，科技日报，浙江卫视等新闻媒体做专题报道。获得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央军委科技委项目、基金委面上项目等多项国家级项目资

助。

报告摘要：

微藻作为一种自然界中最丰富的天然生物材料之一，品种繁多，极易获取，

在生物医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本报告中将介绍本课题组今年来关于活性

微藻材料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研究。其中，微藻富含天然荧光素，可作为荧光

成像和光声成像造影剂应用于医学成像。微藻活性表面可有效装载功能分子、纳

米粒子等，可实现外部磁场调控下定向靶向输送等，在药物递送领域有较好的应

用前景。同时，微藻能够通过光合作用产氧来提高局部氧气浓度，改善局部乏氧

状态以提高乏氧肿瘤疗效及促进伤口愈合。此外，微藻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

生物安全性，具有较好的转化前景。微藻生理特性独特且易于改造，可广泛应用

于生物成像、药物递送、乏氧肿瘤治疗和伤口愈合等生物医学领域。

邀请报告 6：可变形磁性微纳米机器人

崔继斋，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青年研究员，博士生导师。2016年于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机械与航空工程系获得博士学位，

2016-2020年在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材料系和保罗谢尔研究所

从事博士后研究，2020年 10月开始在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工作。

曾获欧盟玛丽居里-PSI Fellow博士后奖学金(2017-2019)，获得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海外）项目，上海市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等资助。

主要研究磁性微纳器件与纳米机器人，在 Nature, Applied Materials Today,

Applied Physics Letters等学术杂志发表论文 10余篇，被引 600余次，研究领

域主要包括磁性微纳器件、智能微系统和微纳米机器人等。

报告摘要：



69

由磁场驱动的磁性微纳米机器人在靶向药物输运、细胞操纵、生物活检等生

物医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在这些应用中，机器人需要在微纳尺度实现机

械变形，从而对生物系统进行机械操作。传统微纳米机器人的变形行为由结构设

计所限定，仅仅能实现单一的变形行为，对其在复杂生物微环境下的应用提出了

挑战。本工作构建了细胞大小的微纳米机器人，将变形信息以纳米磁体磁化方向

的方式进行编码，首次在单一设计的机器人上实现了多种复杂机械变形。开创了

基于高精度电子束曝光技术的微纳米机器人加工工艺，在超大、超薄的悬空氮化

硅薄膜上实现了纳米精度的单畴钴纳米磁体，并且通过调控纳米磁体的形状各向

异性来调控其磁性矫顽力，然后创新型地利用反应离子刻蚀的方法加工出机器人

的几何结构并释放到溶液中。进一步设计了各种细胞大小（10-50 µm）的微纳

米机器人，包括一种微型磁性机械鸟，在不同的磁化编码条件下，可以在溶液中

模仿鸟的拍翅、翱翔、转向、平移等多种机械变形行为，证实了其在生物系统中

实现多种复杂操作的可能。

邀请报告 7：超组装框架(SAFs)异质结构微纳机器人的设计制备及应用

孔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国家高层次人才专家、上海

市高层次人才专家、复旦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工程实验

室副主任。主要开展超组装 SAFs智能材料与器件制备集成研究。

目前已发表包括 Nature Chem.、Science Adv.、J. Am. Chem.

Soc.、Angew. Chem.、Adv. Mater.在内的 SCI论文 120余篇，总

被引 9900余次，H指数 4，申请国内外专利 70余项。获上海市优秀发明选拔

赛金奖、上海市自然科学一等奖、科技部重点专项优秀青年奖、联合国工发组织

科学技术进步奖等荣誉和奖励。

报告摘要：

化学治疗、光热治疗、饥饿治疗、调控肿瘤乏氧等多种策略相结合协同治疗

是癌症治疗领域发展的方向，高效可控的药物运送体系是实现该目标的关键所

在。微纳机器人是一种将能量转化为运动和力的微型或纳米装置，其在智能传感

检测、药物可控传递、精准协同医疗等大健康领域等领域都展现出了巨大的应用

潜力。然而，其实际应用还面临着多种问题。

针对新型智能纳米机器人对于药物负载率高(中空结构)、药物可控释放(多孔

结构)、定向运动(不对称结构)、无燃料驱动(近红外吸收)等要求，报告人研究团

队经过长期的实验探索，开发了多种界面超组装策略，构筑了一系列的超组装纳

米机器人，包括生物酶、金/氧化硅、介孔硅/氧化铁、铂/脂肪酸/碳、中空多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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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硅以及中空多孔碳微纳机器人。例如，可通过界面组装策略，将中空介孔材料

结合过氧化氢酶的高催化效率，实现了过氧化氢的超灵敏检测及药物精准递送；

通过结合碳材料的光热响应特性和相变材料的相转化效应，实现药物的可控释

放；通过超组装策略在多功能复合材料上的优势，可将磁性、光热性、可控释放

等多种功能集成，实现超组装多种功能一体化微纳机器人的制备。

本报告将在介绍超组装框架（SAFs）材料的基础上，着重介绍报告人近几

年在微纳机器人领域方面的工作。本报告提出了动力学调控界面超组装新方法，

针对微纳机器人在传感及医疗领域实际应用面临着众多问题，开发了系列 SAFs

异质结构多功能一体化微纳机器人，为解决应用瓶颈提供有效思路，实现被动传

感与疾病诊疗到主动模式的转变，实现智能传感与协同治疗一体化。

邀请报告 8：液态金属微机器人

李相鹏，苏州大学机器人与微系统中心教授，江苏省优青，江苏

省双创人才。2006年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获学士学位，2011年分别

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及香港城市大学获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

为微纳米机器人及活体显微成像。在 Advanced Materials,

Automatica, IEEE汇刊等权威学术期刊及顶级会议发表学术论文

70余篇。研究成果曾入选 Advanced Materials Technology年度最佳论文，2018

年度中国机器人十大科技进展等，并获得了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中新社、美国

新科学人等多家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

报告摘要：

液态金属作为一种新型功能材料在软体机器人领域展示出了巨大的应用潜

力。然而，液态金属准确的运动及变形机理尚不明确，这极大的限制了其在微纳

米机器人构建上的应用。本报告针对上述液态金属应用的难点问题，介绍了基于

电、磁、光等多能场的液态金属多样形态精确控制的模型及方法，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探索了液态金属驱动的微型机器人设计。

邀请报告 9：微机器智能化的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

黄天云，北京大学工学院先进制造与机器人系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研究方向为面向精准医疗的微纳米机器人系统；先进微纳制

造技术；微机器智能化技术等。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 Nature,

Science Advances, Materials Today, Advanced Materials 等国际

顶级期刊发表原创性论文 9 篇，合作在 Nature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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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ce, Proc. Natl. Acad. Sci. U.S.A, Nat. Commun., Adv. Mater., Adv.

Funct. Mater., Int. J. Robot. Res.等期刊发表论文 18篇，受邀为综述期刊 Annual

Reviews撰写题为《Increasingly Intelligent Micromachines》的长文综述。现担

任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微纳执行器与微系统分会理事。

报告摘要：

智能微机器学探究机器的智能化与微型化融合，是集众多重大科学问题与热

点前沿技术的新兴交叉学科，涉及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力学、材料学、微纳

制造、微机电系统、机器人学、微动力学、微电子、信息与控制、生物工程、医

疗医药等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跨领域交叉融合。从微尺度角度探究

机器智能化的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是对传统宏观机器人交互共融技术的完善与

扩充，对先进特种机器人学的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科学意义，是共融机器人领域前

沿热点中最具探索性和原创性的研究。目前，微纳米机器人学正朝着微机器智能

化方向发展，本工作将有助于解决领域内难点与挑战，建构一套系统研究智能微

机器基础理论的科学方法和探究微机器智能化关键技术的有效手段，探究从智能

系统层面在微尺度下建立有效的反馈（Feedback）机制，发展兼容的先进微纳

制造工艺和融合多源传感、编码融合、信息处理、AI控制、多模态驱动、适应

性机构及反馈交互等的微机器系统集成技术。

邀请报告 10：Bidirectionally Phototactic Artificial Micromotor

杨明成，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2008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获理论物理博士学位；2009至 2013

年之间在德国于利希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13年加入

中科院物理所工作至今。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活性物质、软物质、

流体力学和计算机模拟等，发表研究论文 60余篇。

报告摘要：

In nature, microorganisms could sense the intensity of the incident visible

light and exhibit bidirectional (positive or negative) phototaxis. However, it is

still challenging to achieve the similar biomimetic phototaxis for the artificial

micromotor counterparts with the size from a few nanometers to a few

micrometers. In this talk, we introduce a fuel-free smart micromotor operating

in water, whose behavior resembles that of the phototactic microorganism. The

micromotor moves toward the visible light source under low illumin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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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y from it under high irradiation, which relies on the competitive interplay

between the light-induced self-diffusiophoresis and self-thermophoresis

mechanisms concurrently integrated into the micromotor. Interestingly,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se two mechanisms leads to a collective bidirectional

phototaxis of an ensemble of micromotors under uniform illuminations and a

spinning schooling behavior under a nonuniform light.

邀请报告 11：超声富集分析

许太林，主要从事微纳米粒子的运动及其应用研究，智能可穿戴

生物传感器，微液滴传感检测，超痕量标志物的聚集分析检测。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等省部级基金 4项，参与包括国家自

然科学重大研究计划一项。近年来在 Adv. Mater., Chem. Soc.

Rev., J. Am. Chem. Soc., ACS Nano 等杂志发表论文 80 余篇。

被引用 4000 余次(Google Scholar, 2022.05)。研究成果相继被 ACS Weekly

PressPac, Materials Views, ScienceDaily等网站亮点报道了 60余次。获得 2018

年分析化学测试协会一等奖（CAIA，省部级），2018年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二等

奖（省部级，排名 4），2018年博士后创新人才计划（省部级），北京市学科

竞赛优秀指导教师（省部级，一等奖） , Frontiers in Bio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SCI, IF:5.89, Q1) 副主编。

报告摘要：

样本的前处理是实现快速精准检测的重要前提，传统的前处理方法主要针对

大溶液体系，已不能满足对日益增长的微量样本快速分析的苛刻要求。发展微纳

级别样本的高效前处理新方法，开发便携式微量样本的富集分析一体化设备，是

分析化学领域的迫切需求。超声成像作为一种生物相容性好的无创成像方式，已

经广泛用于人体内部的成像分析，超声能量也已用于清洗、焊接等。通过系统设

计方法实现了超声力的精准控制，并验证了超声驱动富集和聚集检测的可行性。

本课题组瞄准当前样本富集难、样本需求量大、富集设备笨重且过程复杂等化学

测量一直以来面临的基本问题，从超声和传感的基本原理出发，采用“传感-芯

片-模块-器件”的协同设计，开发了多种基于超声力的便携化微量样本前处理与

分析一体的方法与装置模块，为痕量标志物的超灵敏富集分析提供一种高效且可

行的前处理方案。相比于其他样本前处理技术，该方案能最大限度实现集成化和

微型化，部分技术正用于某基因公司的单细胞测序和新冠病毒核酸的富集分析，

产业化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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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报告 12：微藻衍生的微纳米机器人及其生物应用

鄢晓晖，厦门大学副教授。2016年获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主修机械与自动化工程；随后在机械与自动化工程和物理学系从事

博 士 后 研 究 工 作 ； 曾 在 法 国 INSA Centre Val de Loire

PRISME-INSA短期交流学习；2012年和 2009年分别获浙江大学

工程学硕士学位和福州大学工程学学士学位，主修材料科学与工

程。研究工作致力于微纳米机器人的设计理论、材料开发、系统构建、集群控制、

体内追踪与功能集成，以实现疾病无创智能诊疗为目标。

报告摘要：

小型化和优异的运动属性赋予了微纳米机器人良好的生物医用前景。然而，

其功能集成和批量制备仍是重大挑战。微藻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具备优化的成分、

结构和功能，以其为基础构建的微纳米机器人有望解决这一问题。本次报告将结

合课题组研究工作，重点介绍微藻机器人的分类、特征、制备、成像和生物应用。

邀请报告 13：轮形磁驱微纳机器人集群设计及运动控制

周德开，哈尔滨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拔尖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全国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撑计划获得者，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青

年委员。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广东省重点研发

计划课题、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引导项目等纵横向课题 8

项。在 Advanced Science, Nanoscale, Research 等发表 SCI 检

索学术论文 20余篇，ESI高被引 1篇，授权发明专利 30多项，获黑龙江省自

然科学一等奖 1项，省技术发明一等奖 1项，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

报告摘要：

生物组织细胞采样与检测是一种精准的疾病诊断方法，如生物胃肠道内壁组

织细胞的采样检测能够有效地诊断肠道健康状况，预防重大疾病。然而，生物胃

肠道表面充满大量粘液、肠道内流体粘度高，且肠道的空间分布复杂、肠道环境

是非可视的，这给胃肠道内的细胞采样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为此我们设计并提出了一种轮形集群的磁驱微纳机器人，针对胃肠道复杂环

境下微纳机器人集群构形及运动控制进行了研究，首先，为了在高粘稠特性的肠

道内壁及高粘度的肠道流体内高效驱动，我们提出滚动式磁驱动微纳机器人运动

方法，构建轮形微纳机器人集群制备方法，实现了微纳机器人圆形致密化集群。

其次，为了提高在复杂的肠道表面微纳机器人的机动性能，设计并实现了多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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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动控制。最后，针对生物胃肠道的非可视环境下微纳机器人的控制问题进行

了一系列研究，结果表明，在与壁面产生相互作用后，滚动的轮形集群微纳机器

人表现出了特别的运动形式，能够实现沿着壁面的自主运动，基于这种现象，我

们深入探究了其运动的原理并研究了壁面的特征参数、磁场特征参数等对这种运

动的影响规律，最后以螺旋管道为例，实现了轮形集群微纳机器人单方向旋转磁

场驱动下的复杂三维运动。

邀请报告 14：基于光电镊的微纳操作机器人技术及应用

张帅龙，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 2019年度“国

家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第十六批次青年千人）。主要从事微

纳机器人、光电操控技术、微流控技术研究。2015年在英国斯

特斯克莱德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和加

拿大多伦多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迄今为止，共发表 SCI 期刊

论文 35 篇，包含 PNAS、Nature Communications、Science

Advance等国际知名期刊；发表国际会议论文 31篇并做邀请报告和口头报告十

余次。作为项目负责人和主要参与者，主持、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加拿

大自然科学和研究协会（NSERC）以及英国工程和物理研究学会（EPSRC）资

助的多个科研项目。。

报告摘要：

光电镊是一种基于光致介电泳效应的微尺度光操控技术, 可在流体场、光电

场、生物力场耦合的复杂环境下对微型机器人标进行高通量、高稳定性的精准操

控，在细胞操作、生物组织装配等领域有着重要的应用。本报告将介绍如何利用

光电镊技术对微型机器人进行操控，再利用机器人对细胞进行复杂的控制和移

动。该机器人技术可用来进行单细胞的挑选、培育，并且与基因测序、细胞融合

技术兼容，可在复杂生物环境下对微小生物目标进行精准的控制和分析。机器人

系统支持多机并行操控，并且机器人本身结构可变，多机配合工作后可实现多种

微机械功能，如齿轮组、3D微执行器和微流体泵。这些技术突破成功地拓展了

光操控机器人在微小生物目标灵巧操作领域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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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报告 15：Transport of active particles through cell membrane

燕立唐，清华大学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2007年 7月在清华大

学化学工程系获得工学博士学位；2007-2009年在德国 Bayreuth

大学作洪堡学者；2011年在美国 Pittsburgh大学化工系从事博士

后研究，合作导师为 Anna C. Balazs教授；2011年 5月回国加盟

清华大学化工系。主要从事大分子及其粒子多层次结构与统计力学

的理论计算与模拟研究工作，紧密围绕复杂软物质体系界面上的作用、组装与动

力学开展基础理论研究。曾获德国洪堡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和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报告摘要：

Diffusion is the essential and fundamental means of transport of

substances on cell membranes, and the dynamics of biomembranes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regulation of numerous cellular process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 mechanisms and nature of particle diffusion

have a bearing on establishing guidelines for the design of efficient transport

materials and unique therapeutic approaches. Herein, we report our recent

advances in investigating diffusion dynamics of nanoscale objects on

biological membranes, focusing on the approaches of tailored computer

simulations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Due to the presence of the complicated

and heterogeneous environment on native cell membranes, the diffusive

transport behaviors of nanoparticles exhibit unique and variable characteristics.

In particular, we introduce the general aspect and basic theories of the

diffusion transport of various heterogeneous nanoparticles, including charged

Janus nanoparticles, two-dimensional nanosheets, and active particles. Our

findings might inform approaches to program transport of various

nanomaterials at bio-nano interfaces, and suggest design principles for novel

composite systems integrating such nanomaterials with biological membranes.

邀请报告 16：可编程胶体马达集群

贺强，1997年 7月毕业于内蒙古大学化学系。2003年 6月于中

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获物理化学博士学位。2003年 7月起先后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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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胶体与界面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2006年 5月

获德国洪堡基金会资助在德国马普胶体与界面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2010年

4 月至今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工作。研究兴趣包括胶体马达与医用游动纳米机器

人。

报告摘要：

自然界中，生物个体可以通过彼此间的通讯而无需一个领导者自发地形成集

群(如鸟群、鱼群、细菌菌落等)。这些集群表现出了个体所不具备的群体智能等

特性，具有灵活适应环境的超强能力，可以完成个体无法实现的复杂任务。在不

同尺度上模仿自然界中的集群行为，弄清普适性的集群规律，构建拥有集群智能

的人工集群，一直是研究者的梦想之一。胶体马达展现了自驱动、运动可控、驱

动方式多样、结构稳定以及可批量制备等优点，可动态自组装形成各种复杂集群，

成为认识活性体系的优异物理模型体系，同时在药物主动靶向递送和智能微纳机

器人等领域也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尽管胶体马达组装形成团簇的报道屡见不

鲜，然而如何像生物集群一样自主响应环境变化完成自适应和交互式智能转换，

实现胶体马达集群的可编程自组织和形态动态变构，从而展现集群智能，仍然是

胶体马达领域面临的大挑战。

邀请报告 17：光响应性微马达的制备与可重构自组装

张泽新，苏州大学特聘教授、高等研究院副院长。英国 University

of Bristol物理化学博士，美国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博士后。

研究兴趣：软物质材料与软凝聚态物理。先后主持国家基金委面上

项目、国家优秀青年基金、江苏特聘教授人才专项和江苏省高校重

大项目等。作为第一作者或（共同）通讯作者在 Nature, PRL, JACS

和 Angew Chem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70余篇。

报告摘要：

我们设计和制备了一种由聚硅氧烷条带包覆棒状磁性纳米粒子的光响应性

微马达。当分散在过氧化氢溶液中并施加紫外光辐照时，该微马达可以催化分解

过氧化氢产生浓度梯度，诱导微马达发生自组装，形成链状和花状的组装结构。

并且，通过调控紫外光强度和施加外磁场，可以使自组装结构发生重构，分别实

现链状向花状结构的转变，以及花状结构向取向有序结构的转变。本研究提出了

一种控制和重构微马达自组装的新思路和新方法，为在微尺度上制造刺激响应性

自组装材料提供了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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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报告 18：生物医用微纳米机器的构建与诊疗应用探索

马星，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材料学院教授、博导，广东省青

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德国洪堡学者,曾获马普智能所杰出青年科学

家奖，2016年破格入选国家青年人才计划，2021年获深圳市青

年科技奖，2020年获黑龙江省自然科学一等奖。主要从事生物智

能材料与生物医用微纳米机器人的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大研究计划、国自然面上等项目。担任中科院一区期刊《材料科学与技术（英

文版）》学术副主编，中国材料研究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第十届理事会理事，广

东省材料研究学会青委会副主任，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微纳执行器分会理事。

迄今发表论文 100余篇，引用 8000余次, H因子 50。

报告摘要：

微纳米机器是以功能材料的结构设计制备与表界面修饰为核心，能够将其他

形式能量转化成机械能实现自主运动的微小型结构与器件。凭借其小尺度下精准

可控的运动性能，微纳米机器被认为是未来生物医学领域的变革性技术之一。我

们围绕生物医用微纳米机器的构建及其诊疗应用展开研究，设计和制备了多种微

纳米结构的生物医用微纳米机器，揭示了酶驱动微纳米机器的自驱动机理，发现

了界面结构和物理化学性质对微纳米机器高效驱动的作用机制，并以微纳米机器

为可移动载体开发了新型的自驱动生物医用诊疗体系，验证了自驱动微纳米机器

用于肿瘤抗癌和传感检测等生物医学应用的可行性，为智能化微纳米诊疗体系的

研发和肿瘤等疾病治疗提供新的思路和策略，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 Yanming Sun*, Xing Ma*, et al., Adv. Funct. Mater. 2022, 2200600.
2. Xing Ma*, et al., ACS Nano 2022, 16, 1, 180–191.

3. Xing Ma*, et al., Adv. Funct. Mater. 2022, 2110625.
4. Shaobin Wang,* Xing Ma*, et al., Appl. Catal. B 2022, 121484.

5. Xing Ma*, et al., J. Am. Chem. Soc. 2021, 143, 37, 15063–15072.
6. Xing Ma*, Wei Wang*, et al., J. Am. Chem. Soc. 2021, 143, 31,

12154–12164.

7. Xiaohui Yan*, Xing Ma*, et al. ACS Nano 2021, 15, 7, 11543–1155.

8. Xing Ma*, Qiang He*, et al., Adv. Mater. 2020, 2000512.
9. Xing Ma*, Wei Wang*, et al., Adv. Funct. Mater. 2020, 2004858.

10. Xing Ma*, Xiaoyuan Chen, et al., Adv. Funct. Mater. 2020, 2002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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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Xing Ma*, et al., Research 2020, 7962024.
12.Wei Wang*, Xing Ma*, et al., Adv. Mater. 2019, 1905067.
13. Xing Ma*, et al., Adv. Funct. Mater. 2019, 1807727.
14. Xing Ma*, et al., Angew. Chem. Int. Ed. 2018, 130, 1-5.

邀请报告 19：智能纳米药物载体设计与合成

李晓民，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19年），

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师从赵东元院士。主要从事多孔纳米复合

材料设计合成及其纳米-生物交互作用研究。已发表 SCI论文 100

余篇，其中包括第一/通讯作者论文 JACS（6）、Angew（3）、

Nat. Commun.（3）、Nano Lett.（2）、Chem、Sci. Adv.、AM

等，被引 6000余次。曾获中美纳米医药与纳米技术学会 Rising Star Award，英

国皇家化学会材料化学杂志 Emerging Investigators，入选上海市青年拔尖人才、

青年科技启明星等。目前担任 Frontiers in Chemistry杂志副主编。

报告摘要：

众所周知，在用药的过程中往往不希望药物与正常组织发生强相互作用，以

防止副作用的发生；同时又期望药物于病灶组织发生强相互作用，以提高治疗效

果。此时，药物与生物主体的交互作用就产生了矛盾，而该矛盾归根结底是对药

物物理化学性质需求上的矛盾。针对该矛盾需求，我们发展了多种策略以满足药

物递送过程中对药物载体的多重复杂需求。1、刺激响应型理化性质可变智能纳

米药物载体：设计合成了系列理化性质可变型智能药物载体，在外触发、内环境

触发等条件下，能够实现药物载体尺寸、电荷、表面粗糙度等物理化学性质的转

变。2、理化性质非对称结构智能纳米药物载体：开发了系列理化性质非对称结

构纳米药物载体，包括亲疏水非对称、粗糙度非对称、元素分布非对称、功能非

对称、密度非对称等，各不对称单元之间协同工作，调控药物载体的纳米-生物

交互作用，表现出一系列独特的生物学行为。通过以上策略开发的新型纳米药物

载体，由于其独特的物理化学性质，能够有效调和药物递送过程中对药物载体的

多重复杂矛盾需求，为新型药物载体的设计开发提供了全新研究思路。

邀请报告 20：基于物理场的微纳操作与微纳米机器人技术

冯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导、高被引学者、日本机械工

程学会“优秀年轻学者”、 “北京市科技新星”、IEEE国际微

纳米机器人技术委员会理事。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靶向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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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场控微纳机器人”在内等 10余项国家项目。发表 SCI/EI论文 110余篇，

SCI论文 54篇，EI顶会 50余篇，教材一部，英文专著四部，Small等封面文章

7 篇；IEEE 获奖 10 项、SCI 检索期刊 BDM (IF 6.3 )、FRA (IF 3.1)、Bioeng.

（IF 4.92）、 Science合作期刊 CBS，以及机器人顶会 ICRA, IROS的副主编

分会主席等。

报告摘要：

课题组主要围绕着物理场驱动控制的微纳米机器热以及微操作系统为研究

方向。主要是基于磁场、光场、超声场实现非接触的驱动控制，在多场系统集成

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目前主要的研究内容涉及到：1. 可控移动实时图像传输

的胶囊内镜机器人；2. 可以进入动物体内实现精准的靶向药物递送杀死肿瘤组

织的微纳米机器人系统；3. 利用光电操作微纳米细胞组织等的光电镊系统；4.

可以实现芯片上流水线化的细胞克隆机器人芯片；5. 超声驱动的微流体芯片系

统用于胚胎细胞的三维细胞旋转、循环肿瘤癌细胞 CTC的捕获以及评价系统。

邀请报告 21：基于微流控的微纳米机器人技术及生物医学应用

刘笔锋，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华中卓越学者。长期从事微流控芯片与微纳尺度生物医学新技术

研究；先后主持国家 973、863、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和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余项，以通讯作者在国际学术期刊 Nature

Communications, Advanced Materials, Angew. Chem. Int. Ed.,

等发表论文 SCI论文 210余篇。

报告摘要：

微/纳米机器人已逐渐在众多领域展现其独特的科学价值与应用潜力。本文

重点介绍基于微流控的微/纳米机器人制造技术，包括毛细管微流控和琼脂糖芯

片印章技术等，以无机材料石墨烯和有机外泌体材料为基础制备高性能微纳米机

器人，并且展示了其在环境修复、病菌清除、生物仿生驱动和癌症诊疗等方面的

初步应用。

邀请报告 22：Biomimetic Swarming Micro/nanorobots

牟方志，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高层次青年人才，湖北省杰出

青年基金获得者。2012年 6月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材料复合新技

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并获得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微纳机器人与集群

研究。主持承担了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研发子课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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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项目 6项，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项，现已在Natl Sci Rev, Adv Mater,

Cell Rep Phys Sci, Chem Soc Rev, Research, Adv Funct Mater, ACS Nano 等

国际国内权威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 60余篇，获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8项。

报告摘要：

Many living organisms in nature can self-organize into groups to find food

or avoid predators by actively following surrounding physicochemical signals.

Inspired by these biological behaviors, we have developed a collection of

swarming micro/nanorobots with biomimetic taxis. At first, we will elucidate the

basic principle of designing swarming tactic micro/nanorobots, which is to

endow them with the capability to perceive and respond to surrounding

physicochemical signals emitted from targets and neighbors. Then, we

highlight the recent progress on phototactic egalitarian and hierarchical

microswarms and their intriguing collective behaviors, such as enhanced

self-propulsions, dynamic reconfigurations, adaptive obstacle avoidance and

collective phototaxis. These results may have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biomimetic micro/nanorobot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micro/nanomachinery and biomedicines.

邀请报告 23：微纳超声机器人技术：原理及应用

芦小龙，美国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访问学者，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智能系统研究所

(Max-Planck Institute for Intelligent Systems)博士后，德国洪堡奖

学金(Alexander Von Humboldt Fellowship)获得者。机械结构力学

及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固定科研人员，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微纳制

造分会委员。长期致力于微尺度智能驱动（MIA）技术研究，已发表 SCI期刊论

文 40余篇（1 区 TOP期刊 10篇，最高影响因子 16.836），申请发明专利 16

项(授权 12项)，在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北京等国际/国内会议上做口头

报告 20余次(邀请报告 5次)。

报告摘要：

微纳机器人是一种具有自驱动特性的微纳功能器件，可以通过能量转换实现

直线、圆周以及螺旋等特定运动。微纳机器人能够在微纳米乃至宏观尺寸下保持

高速运动，在物质运输、检测和筛选等方面具有极大的潜力，逐渐成为微纳米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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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研究热点之一。超声微操控技术的出现为解决微纳机器人的精密控制问题提

供了新的可能，声操控平台所用到的压电陶瓷功能材料具有能量密度高、稳定性

好和控制精准的特点，通过不同超声频率的切换，实现基于局部微结构（微泡）

共振的微纳机器人快速分散以及基于声辐射力驱动的机器人集群快速富集等功

能。现阶段的研究成果已证明基于超声驱动的微纳机器人可以与电化学分析、荧

光检测和电阻抗检测等传感技术有机融合，是采用主动操控的方式提高微型分析

系统检测精准度和检测限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本报告将以微纳超声机器人的发

展为主线，深入讲解声学操控机理和微纳超声机器人制备工艺。最后，以基于微

纳超声机器人的增强传质和生物微颗粒捕获功能为例，讲解在不同应用场合下的

机器人操控方法，为推进该新型微纳机器人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一定的建议。

邀请报告 24：非轴对称结构微纳米马达的构建与运动行为

许蕾蕾，武汉理工大学材料复合与新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

员，博士生导师，曾在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进行访问学

者研究工作，主要从事太阳能转换材料和微纳米发动机的相关研

究。目前已在 Chem Soc Rev, Adv Funct Mater, J Mater Chem，

Green Chem 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 SCI 收录论文 50 余篇, SCI

引用 1400余次，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项。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8项。

报告摘要：

自驱动微纳米马达是一种典型的运动仿生微纳米器件，能够将周围环境中的

化学能转化为自身动能，在环境净化、传感及生物医药领域均展现出较好的应用

前景。自驱动微纳米马达的驱动本质为马达周围非对称场的构建，多通过制备非

对称结构来打破马达周围的静力平衡，使其运动。然而，目前发展的非对称结构

微纳米马达往往基于组成或几何形状的非对称，导致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

至少有一个对称轴存在。该对称轴经过马达的质心，产生的梯度场赋予微纳米马

达轴向驱动力或旋转力矩，仅能使马达表现出沿对称轴方向平动并伴随着随机的

布朗扰动或原位转动的运动行为。因此，打破马达结构的轴对称性对丰富微纳米

马达的运动模式至关重要。本报告聚焦微纳米马达的构效关系研究，重点介绍非

轴对称结构微纳米马达的构建原理，运动行为与机制，以及其对流体环境的影响，

并将其应用于增强传质与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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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报告 25：双功能生物杂化磁驱动微马达

董任峰，华南师范大学化学学院，副研究员，博导。博士毕业于

华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曾获国家公派赴美国加州大

学圣地亚哥分校联合培养。主要从事微纳米马达的开发及应用研

究，共发表论文 40余篇，包括 J. Am. Chem. Soc., Acc. Chem.

Res., PNAS, ACS Nano 等。兼职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微纳执

行器与微系统分会理事，广东省药学会第二届药物手性专业委员会委员，多个国

际期刊主题/客座编辑等。

报告摘要：

磁驱动螺旋微米马达由于其运动速度和方向均可有效远程调控等优点而备

受关注。目前，磁驱动螺旋状微米马达的常用制备方法有：自卷曲技术、掠角沉

积、三维光刻或模板电化学合成等，这些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制备环境

要求严格、成本高或难以大规模制备等。此外，通过这些方法制备的磁性螺旋微

米马达通常仅具备单一功能，或未涉及功能性研究。随着科学技术需求的不断增

长，对微米马达的功能需求越来越多样化和多元化，因此，通过经济的方法制备

出多功能集成的微纳米马达具有重要意义。

与人工合成技术不同，大自然中的动植物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演变出了多

种多样的形态和结构。利用植物固有的天然结构，通过人工修饰可以有效地将高

度结构化的植物材料转化为多功能材料。香蕉叶的导管中具有丰富的螺旋结构，

该螺旋的直径和螺距等可以通过机械拉伸来控制，从而实现螺旋结构的精确控制

和大批量制备。受此启发，本研究选择香蕉叶作为原材料，通过简单的化学合成

方法开发了一种以香蕉叶螺旋导管为核心层，镍层作为中间层赋予优异的磁性以

及 Fe3+-TA 薄膜作为外层提供功能应用的双功能生物杂化磁驱动微马达

(Helix/Ni/Fe3+-TAmicroswimmers)。该螺旋微米马达可通过调控外部磁场实现其

速度和方向的有效控制。与静态的螺旋微米马达相比，运动的微米马达所具有的

自搅拌效应能有效提高有机污染物的降解效率。此外，通过调整马达的运动方向

可以精准捕获和运输癌细胞，并且，可在光照射下有效产生热量来杀死黏附在其

表面的癌细胞。这种制备简单、成本经济、运动可控的磁驱动和多功能生物杂化

螺旋微马达，有望在未来的环境和生物应用中表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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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报告 26：可重构软物质微型机器人的微纳制造与集群控制

金东东，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长

期从事基于生物智能材料的可重构微型机器人的设计、构建与功

能化研究，致力于开发变体微型机器人的微纳 3D/4D打印策略与

微型机器人集群系统的构建方案，促进其生物医学应用的实现。

已 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 Science Advances ， Nature

Machine Intelligence, Accounts of Chemical Research，Advanced Materials，

Materials Today，ACS Nano等国际高水平期刊发表文章 30余篇，部分成果被

选为热点文章与封面，H-index 21。

报告摘要：

微型机器人是指尺度在微米或纳米量级，能够将外界能量转化为动能，从而

实现自主运动的微小型器件。基于其体积小、灵活性高的特点，微型机器人能够

在蜿蜒闭塞的狭小环境（如人体内复杂的流体环境）中到达指定位置并实现许多

常规传统手段无法完成的任务，在生物医学领域具有巨大的潜在应用价值。但是，

由于尺寸过于渺小，微型机器人无法如宏观机器人一样轻易集成计算芯片、通讯

模块、执行与传感器等功能部件，目前往往只具备简单的结构和单一的功能，缺

乏适应动态复杂环境的能力，从而在面向生物医学领域时带来理论、技术和应用

层面上的诸多挑战。在此次报告中，本人将介绍近年来在“水凝胶变体微型机器

人的微纳增材制造”和“磁场驱动胶体微型机器人集群的可控构建”的工作，以

生物智能材料为核心设计、构建与功能化可重构微型机器人，分别从个体强化和

群体协同的角度出发增强其在生物医学应用中的智能性、实用性与安全性，从而

实现能够感知环境变化并自主适应的多功能微型机器人系统。

邀请报告 27：Biohybrid miniature robots with targeted delivery

王奔，男，深圳大学助理教授，副研究员，深圳市海外高层次人

才（孔雀计划 B类）。2019年于香港中文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

究方向为软体机器人与超润滑界面。目前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在

Science Robotics, Chemical Society Reviews, AM, AFM,

Advanced Science, Nano Today, Materials Today, Research等

国内外知名期刊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论文总被引用大于 3400次。其中一篇入

选“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际学术论文”，两篇入选“ESI 高被引论文”。获授

权美国专利 1 项。研究成果被 Nature portfolio, Science Robotics, TVB 等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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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报道。

报告摘要：

软体机器人作为机器人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能够应对各种不确定的情况，

通过改变自身形状来适应不断变化的周围环境，实现在复杂环境和狭小区域内的

可控运动，因而在体内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前景。结合生物杂

化的思想，我们开发了一种基于干细胞的磁性软体机器人，可以用于生物腔道内

长距离的干细胞靶向递送。该生物合成软体微型机器人无需生物支架，具有接近

人体组织的模量和较好的弹性，且机器人内部的干细胞具有优异的活性，可向其

他类型的细胞发生分化。通过控制外加旋转磁场的强度和方向，可实现生物合成

软体微型机器人的高精度运动。此外，基于内窥镜、磁控单元、超声成像技术，

我们发开了长距离微机器人递送平台，可以用于消化系统腔道内各个区域，甚至

包括一些现有医疗技术还很难达到的狭小腔道内生物合成软体微型机器人的递

送。相关研发结果，对于发展可以用于最小侵入医疗任务（特别是再生医疗）的

智能医疗微型机器人铺就了道路。

分会场六：微纳材料与器件

邀请报告 1：高性能纳米金属线柔性电极材料制备及器件应用研究

田艳红，工学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长聘二岗教授，现任先进焊接

与连接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教育部特设岗位长江学者、新世纪

人才、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主要从事先进芯片封装技术与可

靠性、柔性可穿戴传感器件方面的研究。负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重点研发课题、工信部专项课题、总装备部预研项目以及多项

行业合作课题，研究成果应用到集成电路、宇航电子、功率电子领域的关键器件

封装中，提升了器件性能，保障了系统可靠运行。发表 SCI论文 160余篇，授

权发明专利 21项；主编和参编英文著作 5部，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 4项。

报告摘要：

柔性电极是众多柔性电子器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件，如柔性传感器，柔性

发光二极管，柔性能源器件等。金属纳米线（如铜纳米线、银纳米线）具有优异

的导电性能，机械柔性及较低的成本，被认为是最具前景取代传统氧化铟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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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O）材料、应用于下一代柔性器件的电极材料之一。但纳米线之间较大的接

触电阻往往使得基于纳米金属线网络制备的柔性电极导电性能不够充分，因此可

靠的纳米连接技术成为提升其性能的关键之一。本报告将介绍光子烧结、纳米反

应钎焊，电沉积等多种纳米互连方法，并介绍其在可穿戴传感器、有机发光二极

管（OLED）、自供电湿气传感器以及电致变色储能器件等柔性器件上的应用。

这些方法在提升柔性电极导电性能的同时，也极大改善了抗弯折性能和长期工作

稳定性，展示了纳米连接技术在柔性电子器件制备过程中广阔的应用前景。

邀请报告 2：便携式 DNA水凝胶生化传感器的研究

李延生，博士，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传感器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副研

究员，硕士生导师。毕业于北京科技大学，致力于生化检测、智

能敏感分子的研发和产业化推广。中国化学会、中国电子学会、

中国复合材料学会会员，主持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项，北京

市教委以及横向课题 3项，校内重点培育项目 1项，先后以第一

和通讯作者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Biosensors and Bioelectronics，Lab on

A Chip，Sensors and Actuators B-Chemical等行业 TOP期刊发表 SCI论文多

篇。

报告摘要：

利用智能敏感材料构建便携高效的生化传感器是医学诊断、环境监测等领域

的重要前沿课题。DNA水凝胶是以DNA为重要结构基元构筑的三维高分子网络，

具有优秀的生物相容性、化学稳定性和特异选择性，是构建生化传感器的重要智

能敏感材料。然而目前基于 DNA水凝胶的生化传感装置仍存在诸多瓶颈问题：

凝胶用量大、灵敏度低、响应缓慢、不够便携等，这些都严重制约了 DNA水凝

胶生化传感装置的发展和应用。本报告聚焦基于高性能便携生化传感器的前沿科

学问题，利用毛细作用原理构建高度敏感的 DNA水凝胶膜材料，以达到降低凝

胶传感器背景噪声，提高响应速率的目的；并且受量变质变的哲学规律启发，借

助毛细行为实现凝胶的微量化和解决凝胶量变过程不易观测的问题。

邀请报告 3：多模纳米药物的口服化及其输运特性和抗肝部肿瘤疗效机制研究

宋玉军，北京科技大学现代物理技术中心副主任，中国微米纳米

技术学会理事，从事现代物理与信息、能源和生物医学的交叉创新

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2000年博士毕业后，曾在多伦多大学、哈

佛大学等院校留学或工作。近 5年主持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子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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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专项等项目 30多项。在 Sci China Mater,

Nano-Micro Lett, Small等期刊发表论文 100多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0多部，

主编薄膜和微流体英文专著 3部。

报告摘要：

提高抗肿瘤纳米药物疗效并促进其临床转化的关键是提高给药安全性和靶

向输送效率及细胞内化率的难题。本报告基于我们成功合成对肝部肿瘤具有高效

抑制作用的多模影像功能的有机-无机复合纳米中药的基础上，针对肝部肿瘤（肝

癌或胰腺癌）的特点，进一步对其靶向性和免疫激活特性进行分子设计，并制备

出具有多模示踪和靶向肝癌或胰腺癌的纳米中药。为了提高其给药安全性和靶向

控制释放特性，特提出口服化给药和病灶靶向输运方式。为此，基于人体消化和

吸收系统器官的物化生理微环境特点，设计具有多重刺激响应性的水凝胶微胶囊

互穿网络体系，发展喷雾干燥和冷冻干燥方法制备纳米药物水凝胶微胶囊。通过

离体细胞和活体动物方法，并采用光学、MRI和 CT示踪方法结合血液和病灶处

生化分析手段对其口服消化吸收和血液输运特性进行表征，解析其输运机理。进

而通过离体细胞核活体动物实验对其靶向输运和病灶组织细胞微环境处的控制

释放动力学进行表征，解析其靶向性、细胞内化效果和自清洁效果，最后结合病

理切片和生化分析方法，揭示其通过口服方式给药的输运动力机制、自清洁疗效

的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机理（特别是免疫激活机制）。

邀请报告 4：电控二维磁性材料磁相变

王以林，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新型低维量子材

料和微纳电子器件的研究，通过先进的制备手段制备出高质量的

拓扑绝缘体、超导薄膜和二维材料及器件，并系统研究了其能带、

电学、磁性、超导等物性，为制备高性能、低能耗的电子器件提

供了重要的实验依据。至今共发表 SCI论文 48篇，在 SCIE中

共被引用 3000余次（他引 2700余次），h因子达 31。主持和参与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重点支持项目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国家

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和横向项目等。

报告摘要：

二维磁性材料自 2017年发现以来，一直是国际上备受关注的前沿热点之一，

且其磁性能（居里温度、磁各向异性、矫顽力等）易受外场（电场、载流子浓度、

应力和界面等）调控，有望成为新一代自旋电子学/磁存储器件的核心材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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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金属磷硫化合物（MPS3）是一类强范德瓦尔斯特性的反铁磁（AFM）材料，

具有丰富的磁结构。NiPS3的易磁化轴在 ab平面内且磁矩以 AF-zigzag型的方

式排列，可用 XY模型描述；MnPS3的易磁化轴垂直于 ab平面且磁矩以 AF-Néel

型的方式排列，可用各向同性的 Heisenberg模型描述；FePS3的易磁化轴垂直

于 ab平面且磁矩以 AF-zigzag 型的方式排列，可用 Ising模型描述。理论预言

可通过载流子浓度、应力等方式的调控，使 MPS3由 AFM转变化 FM。

我们利用有机阳离子插层技术 a）增大层间距离、减弱层间耦合、降低材料

维度，b）调控载流子浓度，c)提升二维材料在空气中稳定性的作用，系统调控

了 NiPS3、FePS3、和 MnPSe3的磁性，使其从反铁磁转变为铁磁。插层后，

MPS3层间距增大，但面内晶格结构保持完整且表现出单层的性质。插层后的

MPS3的磁化强度随温度的降低而上升，并表现出明显的磁滞回线，相应的居里

温度为~100K（NiPS3），90K（FePS3），和 45K（MnPSe3）。结合第一性

原理/密度泛函理论计算，AFM-FM的磁转变主要是由载流子浓度的调控引起的。

邀请报告 5：锂空气电池阴极催化剂的构筑

岳光辉，博士，教授。中国化学学会会员，中国能源环境科技协

会理事、美国纳米学会会员、美国化学学会会员。应用物理 (APP)

编委、Energy Eelopment Frontier副主编。入选厦门市 “双百人

才”（2017），入选福建省高层次人才，已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发

表 SCI 收录论文 140 余篇，论文共计被引用 3000 余次, h 因子

40。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青年项目、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作

为技术核心骨干第一参与人参与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和多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为 Nature Nanotechnology, Advanced materials,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Energy &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gewandte Chemie, Nano energy, ACS Appl. Mater. Interfaces,等国

际国内知名学术期刊的通讯审稿人。

报告摘要：

近年来，传统化石能源引起的环境污染和能源匮乏等问题日益加剧。石化能

源排放引起的温室效应所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对我们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作为

化石燃料替代品的主要有风能、太阳能、水能和地热能等，这些绿色低碳能源为

人类解决了一定程度的能源需求。但是，这类能源的开发技术和设备通常比传统

能源更昂贵，它们间歇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也导致无法持续稳定地提供能量。因

此，迫切需要开发先进的储能技术，以合理存储和使用有限的能源，这将有助于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211285521009538?via%3Dihub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engineering/energy-storage-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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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些挑战。化学储能是最方便、最重要的储能方式。目

前，尽管已经出现了各种类型的储能技术，但具有高能量转化效率的电化学储能

和转化设备，如可充电电池和超级电容器的研究和使用，在向清洁能源系统过渡

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其中，锂离子电池（LIBs）

因其能量密度高和输出电压高而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当今最佳的电化学储能器件，

目前已在小型车辆和手提电子产品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主导着全球商用电池

市场。然而，由于传统的基于嵌入化学技术的 LIBs的内在局限性，性能难以取

得重大突破。因此，亟需寻找新的、更有前途的电化学电池系统来满足社会对未

来能源的贮存需求。

为了突破 LIBs的容量限制，锂-氧电池（LOBs）凭借其高理论能量密度脱

颖而出，是新一代可充电电池的有力候选者。LOBs可以提供 3500 Wh·kg–1的

理论能量密度，比 LIBs高 9 倍。这种高能量密度源于正极中的活性介质氧气

（O2），它可以直接从空气中获得，而无需在正极处储存反应物，不用保存在

电池里。此外，LOBs的实际能量密度与汽油的可用能量密度（约 1700 Wh kg-1）

相匹配，这意味着 LOBs具有优异的潜力，成为未来能源应用的卓越储能装置之

一。

然而，由于LOBs在放电过程中形成了绝缘的Li2O2，其电极表面常因被Li2O2

覆盖而失活，导致电池运行期间 ORR和 OER的动力学过程缓慢，进而造成电

池的过电位高、容量低和循环寿命短等问题，其实际应用十分有限。开发能够高

效促进 ORR（Li2O2生成）和 OER（Li2O2分解）的双功能催化剂以改善 LOBs

的充放电反应动力学是实现高性能 LOBs的挑战之一。因此，以过渡金属为基础，

构筑了具有不同形态工程的过渡金属复合催化材料，有效地促进了 ORR和 OER

动力学，提升了 LOBs的性能。

邀请报告 6：自供电的微流体电动操控系统

任玉坤，工学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机器人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

实验室，教授/博导，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哈佛大学高级

访问学者，机械设计系副主任（主管研究生工作）。主要从事微

流控医工检测与医疗软体机器人的相关研究工作。作为项目负责

人主持国家级高层次人才青年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及面

上项目(3项)等，作为第一完成人获黑龙江省自然科学二等奖、黑龙江省教育厅

自然科学一等奖、黑龙江省博后青年英才计划、哈工大青年拔尖人才计划支持；

以第一/通讯作者，在国内外著名期刊发表 SCI学术论文百余篇，谷歌学术 H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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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26，i10系数 72，2020、2021连续两年入选机械工程领域爱思维尔中国高被

引学者；担任中国力学学会微纳尺度流动专业组委员、国际期刊

《Electrophoresis》编委、《应用力学学报》青年编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面上及青年项目的评审专家、教育部学位委员会学位论文评审专家。

报告摘要：

交流电渗技术作为一种连续流体的操控方法具有响应速度快，可控性强，易

于和微系统集成的优势。纳米摩擦电机是一种便携，安全，性价比高的绿色能源。

在本项工作中，我们首次将交流电渗和垂直接触分离模式的纳米摩擦电机两种技

术相结合，设计了一种自供电微流体操控系统。纳米摩擦电机作为动力源，成本

只有 2美分，在经过百万次循环后仍保持出色的输出能力。与微流控芯片相连接

之后，该系统成功实现了低频率（<10 Hz）下微通道内的流体驱动和混合。最

后，我们在手动操作下，完成了流体内颗粒群的精确操控，包括颗粒的聚集，偏

转和分离。因此，本工作中设计的自供电微流体操控系统不仅拓展了纳米摩擦电

机的应用领域，而且为电控微流体操控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电源方案，有望摆脱传

统方法对大型电源设备的需求，在便携式检测，微反应和微生物分析中具有广阔

的应用前景。

邀请报告 7： A Paper-based Microfluidic Sensor Integrated Ion Imprinted

Polymer and rGO for Electrochemical Detection of Cadmium in Water

胡敬芳，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市传感器重点实验室，副研究

员，主要从事面向水环境监测的微纳传感器及系统，承担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等多个科研

项目，发表论文 30余篇，授权发明专利 5项。

报告摘要：

Heavy metal pollution in water is often regarded as one of the serious

enviromental problem in China. This paper presented a novel paper-based

microfluidic sensor integrated ion imprinted polymer and graphene

nanomaterials for electrochemical detection cadmium in water. The integrated

ion imprinted polymer was in-situ synthesized with polyethylenimine and

methacrylic acid as dual functional monomor using reversible

addition-fragmentation chain transfer polymerization on paper for cadmium

preconcentration, and reduced graphene oxide (rGO) was electrodeposit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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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based screen-printed electrode for enhanced sensitivity for

electrochemical detection of cadmium. Unlike previous paper-based sensor

designed for metal ions detection, the sensor reported here sparates ion

imprinted polymer on one layer from electrochemical detection on a different

layer. Separate detection layer can avoid the interference due to the sequential

elution of ion imprinted polymer, and make a improved long-acting and

renewable sensing characteristics. A movable paper valve was designed and

prepared for controlling preconcentrated solution to flow onto the electrode

surface for electrochemical detection of cadmium.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oposed sensor exhibited a linear range from 5 to 100 μg/L

(R2=0.9946) and a detection limit of 0.84 μg/L (S/N=3) for cadmium. The

analytical reliablility of the developed sensor was further investigated by

application for real water samples, showing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national

standard determining method.

邀请报告 8：面向绿氢开发及利用的自旋催化材料研究

潘伦，天津大学化工学院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

能碳氢燃料和催化反应工程，主持国家自然基金、科技委、教育

部等项目 10余项，入选天津市青年科技优秀人才、天津市 131创

新型人才等。在 Nat Energy、Nat Common、J Am Chem Soc、

AIChE J、Chem Eng Sci、Adv Energy Mater 等期刊发表论文 50

余篇。授权中国发明专利 10项、澳大利亚专利 5项。担任 The Innovation、Green

Energy & Environment、Scientific Reports、含能材料等期刊的编委或青年编委。

报告摘要：

实现可再生能源（水电、风电、太阳能等）制氢及氢能高效利用（燃料电池）

是同时解决能源和环保难题的有效途径。其中，析氧/氧还原的反应动力学较慢，

是制约制氢和用氢效率的瓶颈。为设计并制备高效析氧和氧还原催化剂，围绕“电

子自旋性质对表面吸附和电荷传递的影响机制”的关键科学问题，开展了系统的

研究：提出基于电子耦合作用的电子自旋态调控策略，制备了 Pt-Fe单原子合金

催化剂，阐述双活性位打破含氧中间体吸附能之间线性关系、提高 OER/ORR

活性的机理；建立基于金属缺陷调控电子自旋极化的方法，构建了自旋极化性质

与电荷转移和反应选择性的关联关系；基于以上调控，获得性能优异的光/电催

化剂，大幅提高了析氧/氧还原催化反应活性。以上研究发表于 Nat Energy, N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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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等期刊，为高效 OER/ORR催化剂设计和制备提供重要指导意义。

邀 请 报 告 9 ： Superconducting Diode Effects in Nanostructured

Superconductors and Superconductor/Ferromagnet Hybrids

Zhili Xiao is a Board of Trustees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Physics,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United States. He holds a

joint appointment in the Materials Science Division of 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 He received a B.S. degree in

semiconductor and a M.S. degree in solid state physics from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and a Ph.D. degree in condensed matter physic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Konstanz, Germany. He has been working in the field of

superconductivity starting with his M.S. thesis research on synthesis of cuprate

high temperature superconductors and later more focused on vortex matter in

superconductors including both single crystals and nanostructures. In recent

years he also worked on nanodevices including ultra-fast hydrogen sensors,

materials by design such as artificial spin ices, and topological quantum

materials. More info on Prof. Xiao can be found at https://www.niu.edu/xiao.

报告摘要：

A superconducting diode is an electronic device that conducts

supercurrent primarily for one direction or rectifies an alternating current (AC)

into a direct current (DC). Such a dissipationless diode is a desirable unit for

constructing electronic circuits with ultralow power consumption. In this talk I

will first give an introduction on current status of superconducting diode

research and then present our efforts aiming to achieve superconductor

diodes: (i) Controlling vortex matter via nanopatterned ferromagnetic

structures [1]. We employed a novel nano-magnetic patterned structure based

on artificial spin-ice rules to realize a globally reconfigurable and locally

writable magnetic structure that can subsequently be used to control the

motion of vortices in a superconducting film, enabling switchable and

reversible rectification effect of the critical current. (ii) Controlling vortex matter

via a conformal array of nanoscale holes [2]. We patterned the

superconducting film itself to break its spatial inversion symmetry by

introducing non-unform distributed nanoscale holes. We achie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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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tchable and reversible rectification signals that can be three orders of

magnitude larger than that via nanopatterned ferromagnetic structures. I will

present experimental details on sample fabrication and transport

measurements.

[1]. Yong-Lei Wang et al., Switchable geometric frustration in an artificial

spin-ice–superconductor heterosystem. Nature Nanotechnology 13, 560

(2018).

[2]. Yang-Yang Lyu et al., Superconducting diode effect via

conformal-mapped nanoholes.Nature Communications 12, 2703 (2021).

邀 请 报 告 10 ： Single Photon Emitters Based on Dipole Emitters in

Metamaterials

VENU GOPAL ACHANTA. He obtained his Ph.D. (Physics) from
Tata Institute of Fundamental Research, Mumbai, India, and

Ph.D. (Electronics) from Tokyo University, Japan. He is a

Professor in Tata Institute of Fundamental Research and is on

lien at National Physical Laboratory, New Delhi as Director. He is

Honorary Fellow of Metrology Society of India, and Senior Member of IEEE.

He is on the executive council of Optical Society of India and Vice-Chair of

IEEE Photonics Mumbai Chapter. He is on the editorial board of Scientific

Reports, Frontiers in Physics, Encyclopedia of Applied Physics, and Indian

Journal of Pure and Applied Physics. His research interest is in planar

architectures for quantum information processing. He has about 135

publications.

报告摘要：

On-demand, bright, directional and chip-based single-photon emitters are

needed for quantum information processing, especially, for integrated circuits

for the future. Metamaterials with embedded dipole emitter like a quantum dot

or nitrogen-vacancy in nanodiamond or 2D materials are interesting to realize

such sources. However, there are challenges in realizing these structures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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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ituent materials of the metamaterial affect the stability, blinking, and

brightness of the dipole emitters. In this talk, I will present metal-dielectric and

all-dielectric metamaterials covering design, choice of materials to stabilize

emitters, nanofabr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with embedded dipolar emitters.

Directional, bright non-classical light generation will be shown.

邀请报告 11：界面耦合磁性纳米材料制备及生物应用研究

王秀瑜，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于 2019年 9月入职，建立独立课题组；2002至 2011年于

北京化工大学理学院分别获得学士及博士学位；2011至 2014年，

在清华大学化学系继续博士后的研究工作；2014至 2018年，在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2018至 2019年，在哈佛大

学应用科学与工程学院进行访问学者的研究工作。围绕磁性纳米材料的医学应用,

作为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 J. Am. Chem. Soc. 2 篇(IF=14.7)，Adv. Mater. 2 篇

(IF=27.4)、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IF=15.3)和 Small 2 篇

(IF=14.7)，累计发表文章 30余篇。

报告摘要：

在过去的十年中，交换耦合磁性纳米颗粒因其在自旋电子学（磁阻传感器、

磁记录等）领域的应用而受到广泛关注。与传统单相的磁材料相比，有交换耦合

效应的双磁性纳米粒子具有更吸引人的效应，如较大的交换偏置、可调的矫顽力

和阻塞温度等。由于核与壳之间的直接接触确保了强相互作用，且两磁相区界面

自旋之间的交换耦合可以通过一系列参数，如核尺寸和壳层厚度、以及晶格失配、

缺陷和阳离子扩散来精细地调节。因此，核壳结构的双磁性纳米晶是构建具有交

换耦合磁性结构的理想候选材料。本报告将介绍通双磁性壳核纳米晶的结构参数

对其磁性能的调控机制，以及其在抗菌和抗肿瘤领域的潜在应用。

邀请报告 12：基于纳米森林结构的 MEMS湿度呼吸传感器

毛海央，中国科学院微电子所研究员，主要从事 MEMS传感器研

究，基于半导体工艺开发了一种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纳米森林

结构及其加工工艺，并实现其在不同 MEMS传感器中的应用。主

持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国防创新

项目、国防预研项目、中科院青促会项目、省级重点研发计划等在

内的共 20 个科研项目以及多个传感器产业化项目。在 Advanced Func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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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Small、ACS Sensors、Sensors Actuators B 等期刊以及 IEEE MEMS

等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 100余篇，拥有授权专利 52项。

报告摘要：

生命体征（呼吸、血压、心率和体温等）的日常监测是评估人体健康状态的

重要指标。其中对于呼吸特征（呼吸状态和呼出气体等）的监测不仅可以反映生

命体生理心理活动状态的改变，还可以用于哮喘、呼吸暂停综合症、高热等疾病

的监控，甚至可用于流行性疾病（SARS 非典型性肺炎、COVID-19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等）的早期诊断。现有的呼吸状态和呼吸气体检测主要依赖于大型设备，

不利于便携测试也不够智能化。提出了一种便携的、低门槛的、可穿戴式的涵盖

呼吸状态和呼出气的呼吸关键特征实时监测的方法和技术，对日常身体机能评

估、心理情绪状态的监测、潜在疾病的发现和预防具有重要的意义。

针对呼吸状态识别和呼出气检测研究现状的共性问题，基于 MEMS湿度传

感器对呼吸参数的检测能力，结合数据无线传输技术和机器学习算法进行患者呼

吸系统疾病相关生理状态的判断与识别。器件采用纳米森林结构作为高性能湿度

传感器的敏感材料，通过化学吸附-物理吸附的协同作用，大幅度提高了传感器

在高湿度环境下的灵敏度，使其可以适用于不同呼吸状态下的湿度敏感，解决在

高湿环境下呼吸传感器的可靠性问题。

邀请报告 13：基于柔性光化学生物传感器的疾病早期诊断研究

姜楠，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入选国家海外高层次青年人才、四

川省青年人才工程项目，四川大学“双百人才”，教育部、科技

部和省市科技项目评审专家。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帝国理工

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近年来在 Matter、Adv Mater、Adv Funct.

Mater、Trend Biotechnol、ACS Nano 等国际高水平期刊上发表

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论文（含共同）34篇，其中影响因子大于 10共 17篇，期

刊封面论文 5篇、ESI高被引论文 1篇、热点论文 1篇，H指数 20，授权专利

5项。主持国家级和省级项目 4项。现为美国化学学会会员、中国生物医学工程

学会高级会员、中国生物材料学会会员、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会员。荣获国际

可穿戴计算顶级会议（ISWC）“Honorable Mentions”奖、国际先进材料学会

（IAAM）“Young Scientist Medal”奖、哈佛医学院“Excellence in Innovation”奖

以及四川大学“优秀科研人才”奖。担任 The Innovation 期刊青年编委、

Biosensors期刊专题编辑、期刊 Micromachines客座编辑，并兼任 Adv. Mater、

ACS Nano、ACS Cent. Sci.等国际权威期刊通讯审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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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直接作用于生物组织或体液检测的生物传感器，能够快速获取生物标志物的

信息，是目前国际上即时诊断技术的研究热点。合理设计传感材料是构建高性能

生物传感器的重要环节。传感材料与生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生物传感器的传感

性能具有重要影响。本报告将介绍柔性生物杂化界面及刚性材料生物相容性的应

用，柔性水凝胶传感材料及其在可穿戴和可植入光化学生物传感器件中的应用。

该柔性光化学生物传感器能够同时实现多种生物标志物的实时定量检测，有利于

复杂疾病的即时诊断和长期监测。

邀请报告 14：基于合成泡沫的水下声隐身毯

贾晗，主要从事基于超材料的声隐身与声传感器件设计以及物理

声 学 前 沿 探 索 研 究 ； 在 Advanced Science, Nature

Communications,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等国际高水平杂志上

发表 SCI 论文 50 余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4 项，已获得授权 2

项；主持科研项目十余项，其中国家级项目 4项，省部级项目 3

项；入选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和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青年英才计

划”。

报告摘要：

近年来，随着声学超材料的出现，通过操控声波传播路径实现声学伪装的隐

身技术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通过借助反射平面，声学隐身毯已经成为了最

易实现的隐身器件。然而，由于实现隐身毯的理想材料参数较为困难，目前已有

的隐身毯普遍存在较大的阻抗失配，只能工作在较小的入射角度。基于这一现状，

我们引入合成泡沫，与钢和水组合设计了三组分的超流体，实现了宽频广角有效

的水下隐身毯。引入的合成泡沫由空心玻璃微珠和环氧树脂组成，具有比水更低

的密度和比水更高的声速。在设计中，利用四相模型对合成泡沫进行建模，以精

确计算其声学参数，从而实现材料参数和结构的协同调控，以满足隐身毯所需的

各向异性参数。通过在水中周期性地交替排列合成泡沫条和钢条，我们构建了二

维水下隐身毯，并在消声水池中进行了实验验证。实验结果表明我们设计的隐身

毯在宽频和斜入射下都表现出了优异的隐身性能。本次工作中，具有可调参数的

合成泡沫的引入为基于超材料的声学参数调控提供了一个新的自由度。材料参数

和结构协同设计的方式大大拓宽了超材料所能实现的声学参数范围，有利于更多

基于超材料的声学器件的实现。此外，水下隐身毯的设计与验证也为基于材料和

结构协同调控的超材料器件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为水声器件的实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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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应用奠定了基础。

邀请报告 15：纳米-微米-宏观等级孔水凝胶的 3D生物打印及其应用研究

应国量，副研究员，四川大学引进人才，四川省海外高层次留学

人才，安特卫普大学/哈佛大学医学院/帝国理工学院博士后。研究

方向为再生医学及 3D生物打印。近年代表性研究成果以第一作

者或通讯作者发表在 Adv. Mater., Adv. Funct. Mater., ACS Nano,

Materials Today Bio, Bio-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等国内外高

水平期刊上，包括 5篇期刊封面论文，ESI高被引论文和热点论文各 1篇。现为

成都市工业和信息化专家库成员，中国生物材料学会会员，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

会高级会员。

报告摘要：

3D生物打印技术在生物医学中应用前景广泛，生物墨水的开发需要同时满

足合适的生物相容性、力学强度、打印可塑性、具备多孔结构等要求，往往难以

兼顾，是生物打印技术发展的难点之一。我们介绍了一种可以直接打印出具有纳

米-微米-宏观等级孔水凝胶结构的生物墨水的设计方法，并介绍了其在生物医学

中的应用。

邀请报告 16：纳米颗粒在细胞内的三维输运动力学

李辉，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优青，中科院青促会成员。2012

年博士毕业于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2019

年调入北京师范大学。研究方向为复杂生物系统的动力学、发展活

细胞单分子荧光成像技术。

报告摘要：

Intracellular transport is crucial for biomolecule translocations and relates

to many cellular functions in cells, which is regulated by both complex

cytoarchitectures and active driving forces. Despite extensive knowledge

having been obtained from two-dimensional (2D) experiments, the real

three-dimensional (3D) characteristics of vesicle transport in cells is still

unclear, especially the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and its regulatory mechanism.

Here, with 3D single-particle tracking (SPT), we comprehensively studied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e intracellular transport dynamics of endocytic cargoes.

Temporally, we observed that 3D intracellular vesicle transport show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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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mal-dominated 3D-constrained motion at a timescale shorter than 0.1 s,

which turns to an active-dominated quasi-2D motion over 0.1 s. Spatially, the

lateral motion shows to be heterogeneous with the peripheral region being

faster than the perinuclear region, while the axial motion is homogeneous

across the cell. We further confirmed that the microtubule-based directed

motion leads to a long-time quasi-2D and laterally heterogeneous transport of

the vesicles, whereas the actin filaments impose an isotropic constraint on the

vesicles. Strikingly, inside the vesicles, we observed that the endocytic

nanoparticles may make diffusing motions on their inner membranes when

microtubules are absent in cells, suggesting that the endocytic cargos are

normally localized at the inner membranes of vesicles through a physical

connection to the microtubules outside during active intracellular transport.

邀请报告 17：柔性可拉伸电极材料的设计与制备

廖擎玮，工学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敏

感材料及传感器、柔性薄膜传感技术、电磁功能材料等。主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教委课题、横向合作等项目 10余项。在

Scripta Materialia，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ds等期刊发表

50余篇论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近 20项。

报告摘要：

在新一代信息通信网络技术的推动下，制造业将迅速完成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的蜕变，其中关键的源头的技术是感知。而柔性感知则是真正让感知从多

维空间中获得自由的关键技术支撑。柔性感知可以颠覆性的改变传统信息器件、

系统的刚性物理形态，实现信息与人、物体、环境的高效共融。在物联网、便携

式可穿戴设备、医疗保健、环境监测、人机交互、通信系统等领域实现信息获取、

处理、传输、显示甚至能源的柔性化，以最大限度实现“万物皆互联”。其中，

多维空间的感知具体表现为重复拉伸、压缩、折叠、扭转等，要求在上述任意形

态时均保持其原有功能，与被感知信息高度高效共融，以实现被感知信息的多维

高真度表征。柔性电极作为柔性电子器件的核心组件，同样要求其在一定范围内

的拉伸、弯曲、扭转等外力条件下能保持良好力学性能和稳定的电学性能。因此，

具有可拉伸性、柔韧性、高导电性等特性的柔性可拉伸电极材料成为当前柔性感

知及柔性显示等领域的热点问题。本报告将介绍课题组关于金属纳米线形貌调控

研究的最近进展，包括金属纳米网等由金属纳米线衍生而成的多种微观形貌的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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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银。主要作为柔性电极和柔性可拉伸电极的核心材料，通过各类薄膜制备工艺

应用于柔性感知及柔性显示技术。同时，包括与各类柔性和柔性可拉伸基底相兼

容的金属纳米线原位生长技术。

分会场七：柔性微纳材料与器件

邀请报告 1：高性能电子皮肤的研发及其应用

郭传飞，南方科技大学教授、国家特聘专家（青年项目）。主要

研究领域为高性能电子皮肤、人体柔性电子技术等。已在 Nature

Materials, Nature Communications, PNAS 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

文 130多篇。申请专利 40余件，授权 24件，其中包括美国专利

授权 4件。参与编写英文专著 2部。关于柔性电子学方面的研究

成果被《New York Times》、《新华网》、《Science Daily》、《Materials Today》、

《Physics Today》等新闻媒体与科技刊物广泛报道。获北京市自然科学二等奖

一项。担任 Materials Today Physics, Soft Science等期刊的编辑。

报告摘要：

电子皮肤可以将外界刺激转化为电信号，是机器人触觉和健康医疗领域的重

要器件。郭传飞教授专注于超灵敏、大量程、高线性电子皮肤的研发，提出了多

种器件结构设计策略，为电子皮肤的多种性能的协同提供了一些新思路。同时，

团队十分关注电子皮肤在高剪切、高压力等条件写的服役稳定性，提出了同质一

体化设计策略，在获得高传感性能的同时，大幅提升了器件的工作稳定性。最后，

本报告将展示电子皮肤在机器人触觉和健康医疗方面的特色应用。

邀请报告 2：先进转印集成技术

宋吉舟，浙江大学教授、博导，应用力学研究所所长，国家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主要从事可延展柔性电子器件力学、

先进转印集成技术与柔性人机界面研究。至今在 Science

Advances, Nature Communications, NSR 等发表论文 140 余

篇，授权/公开发明专利 20 余项。担任 JAM 副主编及多个国内

外学术期刊的编委。曾获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中国力

学学会青年科技奖和科睿唯安高被引科学家（跨学科领域）等。

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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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沉积、光刻、蚀刻等减法制造为特点的平面微纳加工工艺一直是微电

子技术的基石，然而近年来不断涌现的新材料器件加工工艺兼容性不强，极

大地限制了柔性电子、-LED 显示等新型微纳信息电子器件的研发与产业化。

先进转印集成技术，是传统平面微纳加工技术的补充，将其带向多平台整合

的加法制造。通过精密的转印集成方法，将在原生基板上制备的涉及不同材

料、尺度、维度的异构异质元器件实现单背板的多工整合，同时简化或省略

中间的封装过程，提升元件的极限微缩和集成。报告主要介绍课题组最近发

展的先进转印集成技术，可实现低成本、可编程、适用范围广的高效转印，

研究结果对提升材料组装和微纳制备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邀请报告 3：面向人机融合的智能软材料

臧剑锋，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光学与电子信息学院、武汉光电国家

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海外高层次青年人才。面向医

疗健康重大需求，专注于多学科交叉的智能软材料与器件研究。

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华为、联影技术开发项目。担任中国工程院院刊《Engineering》

青年编委、柔性电子 ISFSE 2017/2018、软体机器人 SoRo 2019/2020等国际

国内会议共同执行主席。以一作或通讯发表 Nature Materials, Nature

Communications，Science Advances,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等 40 余篇论

文，授权发明专利 20余项。

报告摘要：

人机融合是智能医疗领域中的重大难题，兼具生物相容性与功能性的柔性智

能材料在人机界面处将起关键作用。智能软材料，包括胶体、弹性体、生物组织

等天然或人工合成材料，能够在外界刺激作用下发生机械变形，从而产生可调控

的新性能或新功能，包括光学、声学、力学等。本报告主要汇报两个方面内容：

1）柔性超材料理论以及软材料中振动信号的缺陷免疫拓扑传输和各向异性谷拓

扑传输；2）磁软体机器人数字控制定位与路径规划方法以及磁软体机器人膀胱

辅助排尿。

邀请报告 4：可穿戴电化学传感及其自供能研究

朱楠，大连理工大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可穿戴电化学传感

及柔性能源器件”团队负责人。2013-2017年曾在美国加州大学圣

地亚哥分校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2013年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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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毕业于丹麦技术大学。团队在可穿戴电化学传感能源器件领域发表多篇文章，

包括 Adv. Funct. Mater., Nat. Comm.,等；多项科研成果被授权美国、欧盟和中

国专利。承担科研项目二十余项，曾获 2021年“中国分析测试协会科学技术奖”

（第 1完成人）；2019年“中国青年化学家元素周期表”代言人（全国 118人）

等。

报告摘要：

可穿戴电化学传感器作为一门新兴前沿交叉学科，可作为微型家庭医生，结

合人体皮肤，口腔及各个器官部位，以实现实时原位临床监测及分析身体机能的

微小变化（如血糖及身体各类离子等）的新一代健康护理设备，在人体健康护理

及理疗领域起着愈发突出的作用。研究课题致力于发展非侵入可穿戴智能电化学

传感器的设计方法，用于连续检测各类离子及 pH值，普通代谢产物的浓度含量

变化。此外，该传感器可在运动中实时检测人体身体状况，产生信号报警来及时

补充能量等信息，进一步结合自供电性能为该传感器供能。开发应用于实际操作

的可穿戴智能设备，实时检测身体机能参数并及时提醒和警告穿戴者是否处于亚

健康或危险状况，对实现微型家庭医生远程检测和个人护理具有重大的意义。

邀请报告 5：柔性器件中的微纳连接技术及应用

王尚，哈尔滨工业大学先进焊接与连接国家重点实验室副教授，

入选校青年拔尖选聘计划。主要研究方向为先进封装与可靠性和

柔性电子技术，负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面上基金（一

等资助）、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等项目共计 7项。参与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部委“十

三五”预研等项目 5项。近五年发表论文 28篇，其中 SCI收录 20篇（TOP期刊

论文 9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9项，已授权 5项。

报告摘要：

柔性电子技术的诞生突破了经典硅基电子学的本征局限，在人机交互、生物

医疗等领域引发了新一轮技术革命，发展出了新的研究方向。同硅基微电子器件

一样，柔性器件内部电路的互连及其稳定性决定着其最终系统的可靠性。本次报

告将围绕课题组微纳连接方法在柔性器件中的应用研究成果，介绍不同能量场与

纳米材料的交互作用机制，以及利用上述微纳米尺度下特殊的物理现象实现材料

的连接方法，包括光辐照连接、电沉积连接和纳米钎焊等技术。基于不同的连接

方法不仅能够连接金属材料，还能实现金属-碳基材料的异质互连，从而实现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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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材料在柔性传感、柔性 OLED、柔性电致变色，及柔性自供电器件中的应用。

邀请报告 6：E-Tattoos vs. E-Skins

Dr. Nanshu Lu is Frank and Kay Reese Endowed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She received her B.Eng. with

honors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Ph.D.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and then Beckman Postdoctoral Fellowship at UIUC.

Her research concerns the mechanics, materials, manufacture,

and human/robot integration of soft electronics. She is a highly cited

researcher identified by Web of Science. She is currently the Associate Editor

of Nano Letters and Journal of Applied Mechanics. She has been named MIT

TR 35 and iCANX/ACS Nano Inaugural Rising Star. She has received US NSF

CAREER Award, US ONR and AFOSR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s, 3M

non-tenured faculty award, and the 2022 Thomas J.R. Hughes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 from the ASME Applied Mechanics Division. She has been

invited to speak at multiple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Frontiers of

Engineering Symposia and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Medicine emerging

leaders forum. She has been elected as one of the five great innovators on

campus and five world-changing women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Dr. Lu’s research group webpage at

https://sites.utexas.edu/nanshulu/.

报告摘要：

I have a research vision that future humans will be more like robots (i.e.,

digital, computational, cyber, etc.) whereas robots will be more like humans

(i.e., soft, human-mimetic actuation and sensation, intelligent, etc.). This talk

will introduce my research on the mechanics, materials, bio-integration and

functionalities of soft electronics based on inorganic electronic materials such

as metals, silicon, carbon nanotubes (CNT), and graphene. In particular,

epidermal electronics, a.k.a. e-tattoos, represent a class of stretchable circuits,

sensors, and stimulators that are ultrathin, ultrasoft, and skin-conformable. My

group has invented a dry and freeform “cut-and-paste” method for the rapid

prototyping of multimodal, wireless, or very large area e-tattoos that offer

high-fidelity sensing and long-term wearability. While e-tattoos are to be w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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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humans, e-skins are to be put on robots for them to imitate human

sensations. Despite decades of research, e-skins based on capacitive

pressure sensors still suffer from two bottlenecks – declined sensitivity with

increasing pressure and coupled pressure-stretch responses. This talk will

introduce a stretchable and ultrasensitive e-skin based on hybrid piezoresistive

and piezocapacitive responses. It has enabled an inflatable smart fingertip with

tunable shape and stiffness for diverse tasks.

分会场八：微纳能源技术

邀请报告 1：低温碳电极钙钛矿太阳能电池

孟庆波，现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1987年吉林大学物

理系本科毕业，1997年于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获得博

士学位。2007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基金”。2013

年，获科技北京“百名领军人才”。2014年，作为负责人，获得

“国家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项目支持。研究方向：（1）太阳能

光电转化材料和器件及光电动力学机理、先进表征技术开发及应用；（2）新型

太阳能光化学能转化催化材料的开发及系统集成，包括光催化材料、光热催化材

料等。在 Appl. Phys. Lett.，Natl. Sci. Rev., Sci. Bull., Rev. Sci. Instrum., J. Am.

Chem. Soc., Angew. Chem. Int. Ed., Adv. Mater., Joule, Energy Environ. Sci.,

Adv. Energy Mater.等权威杂志发表论文 260 余篇，他引 12000 余次，H 因子

66。

报告摘要：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因其优异的光电转换性能和可溶液化制备而受到科学研

究和产业领域的广泛关注。目前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已经达到

25.7%，与晶硅电池相当。高效率和低成本优势成为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商业化的

重要推动力。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已经逐步从基础科学研究走向产业化，国内外诸

多团队和企业已参与钙钛矿产业技术开发。在所有技术路线中，性价比是决定钙

钛矿电池技术走向大规模应用的最重要因素。发展更稳定和更低成本的钙钛矿电

池功能层材料及其制备技术是进一步提高性价比的关键方向。

基于此，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团队一直致力于开发基于低温工艺的碳电极

材料和电极制备技术。[1-6]该电极技术和制备过程具有能耗低(低温非真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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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化、可并行生产、耗时短、设备投资低等技术优势，具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基于低温碳电极钙钛矿电池具有光电转换效率高、稳定性好、环保性和可回收性

强等优势。目前我们已经在低温碳电极杂化钙钛矿电池中取得了超过 24%的效

率。上述电池性能均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且电池表现出极高的工作稳定性。我们

已经成功开发大面积碳薄膜制备技术，并应用于钙钛矿电池模块的制备，目前基

于碳电极钙钛矿电池模块效率已经达到 20%以上。这些技术发展将有效推动低

成本稳定的大面积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发展。

邀请报告 2：Rechargeable Aluminum Batteries for Energy Storage

吴川，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材料学院副院长。主持了国家 973

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重点、教育部

博士点基金等科研项目；获中国发明协会发明创新一等奖和二

等奖、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奖。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北京市科技新星、北京市优秀人才。主要关注能量储存与转体

系及其关键材料，包括锂/钠/铝/锌离子电池等二次电池新体系。任中国储能

与动力电池及其材料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发明协会理事、Science 合

作期刊 Energy Material Advances 副主编。

报告摘要：

Rechargeable aluminum batteries are attractive for the high theoretical

specific capacity and volumetric energy density. High-performance cathode

materials with good kinetics of aluminum ion diffusion, as well as matched

electrolytes, are expected to promote the energy-storage behaviors of

rechargeable aluminum batteries.

邀请报告 3：缺陷态对电子结构的影响

郝维昌，男，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长聘教授，物理系主任。

1997年在东北大学获学士学位，2003在兰州大学获博士学位。

2003年-2005年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物理系做博士后；2005年 6

月出站后留校工作；多次在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澳大利亚伍伦贡

大学开展合作研究。中国物理学会会员、美国物理学会会员，中

国核物理学会正电子谱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2012年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

在国在 PRM, PRB, APL, AM, AFM, Angew. Chem., ACS Catal.等杂志上发表论

文 140余篇，论文被他人引用 6000余次，获得 7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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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兴趣为氧化物的电子结构、表面物理、二维材料。

报告摘要：

在纳米尺度范围下，材料的比表面大，表面失配和低配位原子必然存在。纳

米材料表面缺陷类型十分丰富，包括表面原子失配、表面极化、表面非晶化、表

面掺杂与杂质吸附、表面空位及复合空位等，这些缺陷对半导体材料的电子结构、

光谱吸收及光生电子空穴的激发、迁移和复合的过程均有重要的影响。这些缺陷

由于具有微区化，电子态密度极低特点，对于这些表面缺陷缺乏有效的研究手段，

更谈不上有效控制。因此，目前纳米能源材料的研究与开发面临一个最大挑战便

是如何有效的监测和控制材料的缺陷类型、缺陷浓度及分布。本次报告将介绍

Bi2WO6/BiOI垂直异质结，BiOX中的应力及空位、TiO2中氧空位的形成及其

对电子结构和性能的影响及规律。

邀请报告 4：高性能全固态微型薄膜锂离子电池

黄晓东，东南大学特聘教授，MEMS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研究方向包括：微能源与微

系统、MEMS与智能传感器。迄今共以第一/通讯作者发表论文近

40篇。担任 IEEE EDSSC技术委员会共主席、全国敏感元件与

传感器学术会议领导小组成员,中国仪器仪表学会传感器分会常务

理事、《传感技术学报》编委。

报告摘要：

全固态微型薄膜锂离子电池具有微型化、集成化的优点，非常适合于微系统

的能源供给，是微能源领域的热点方向之一。另一方面，面向微系统的能源需求，

现有微型薄膜锂离子电池还存在能量密度低、可靠性差等问题。针对以上关键问

题，本项目通过创新锂离子电池设计、开发新型电极与电解质薄膜以及制备工艺、

界面调控与修饰、低应力封装与三维集成等一系列系统性工作，改善了微型薄膜

电池的可靠性能并提升了电池能量密度等关键指标。本报告将围绕以上工作进展

进行介绍。

邀请报告 5：三维径向结硅基薄膜电池及柔性光电传感应用

余林蔚，南京大学教授/博导，国家青年千人计划、江苏省双创个

人及团队计划、江苏省杰出青年基金资助，法国国家科学研究院

终身职位研究员（CNRS-CR2），《Nanotechnology》编委会委

员。在硅基纳米线生长调控和器件应用领域系列工作以第一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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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作者在 PRL, Nature Communications, Nano Letters, ACS Nano, AM, AFM,

Nano Energy等一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 140余篇。获得国际 PCT发明授权专

利 3项和国内授权发明专利 20项。主持多项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及面上研究项目、

江苏省科技支撑计划专项及多项“产学研”重大成果转化专项。

报告摘要：

硅基薄膜电池技术是制备大面积、柔性和轻便的低成本光伏应用的理想平

台，在此基础上探索新型三维径向结（3D radial junction）电池结构，有助于提

升光吸收和载流子收集效率，并为拓展新型仿生光电应用提供了独特的三维光电

结构。同时，追求柔性、轻便和高“功率-重量比”(power-to-weight ratio)性能

也逐渐成为推广可穿戴/便携式光伏和传感应用的新趋势。为此，可探索直接在

柔性超薄铝箔衬底上低温生长晶硅纳米线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利用 PECVD淀积

制备同轴多层（co-axial multilayers）径向结薄膜电池结构。如此，在获得高效

陷光效应的同时，还能将在纳米线上的有效光电转化结构，与高应力、不稳定的

铝箔应变表面实现有效的“空间应力隔绝”，从而确保径向结区在电池衬底高弯

曲情况下不受破化，持续稳定的实现光电信号转换和输出。成功制备超柔性非晶

硅薄膜电池(Eff=5.6%， Voc=0.71V，Jsc=14.2 mA/cm2)，可弯曲至曲率半径小

于<5 mm，并获得了优异的功率质量比特性 PTW=1300 W/kg（是目前薄膜电池

的 4~10倍）。同时，可省去对底层光伏玻璃衬底、TCO薄膜和银反射层的需

求，大幅降低薄膜电池一半的成本。进而还基于径向结结构还发展了一系列异质

杂化日盲探测、仿生色彩识别和心电机理等器件应用，为推进新一代高性能硅基

柔性光电能源、探测和生物应用奠定了关键基础。此外，本次报告中还将介绍

3D构架径向结电池的独特分布吸收特性、人体脉搏探测和近期径向结叠层薄膜

电池的最近进展。

相关 5篇近期工作：

1. Flexible and robust 3D a-SiGe radial junction near-infrared

photodetectors for rapid sphygmic signal monitoring, Shaobo Zhang, Ting

Zhang, Zongguang Liu*, Junzhuan Wang, Jun Xu, Kunji Chen, Linwei Yu*
2.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2107040 (2021)

3. Highly flexible radial tandem junction thin film solar cells with excellent

power-to-weight ratio

4. Shaobo Zhang, Ting Zhang, Zongguang Liu, Junzhuan Wang*, Linwei

Yu*, Jun Xu, Kunji Chen, Pere Roca i Cabarro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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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Nano Energy 86, 106121 (2021)
6. Photoelectric Cardiac Pacing by Flexible and Degradable Amorphous

Si Radial Junction Stimulators, Zongguang Liu, Bin Wen, Luyao Cao,

Shaobo Zhang, Yakui Lei, Guangzhi Zhao, Long Chen, Junzhuan Wang, Yi

Shi, Jun Xu, Xiangbin Pan* and Linwei Yu*

7. Advanced Healthcare Materials 8, 1901342 (2020)
8. Nanoscale photovoltaic responses in 3D radial junction solar cells

revealed by high spatial resolution laser excitation photoelectric

microscopy, Huili Zhang#, Yakui Lei#, Qiang Zhu, Tong Qing, …Linwei Yu*,
Huabing Wang*, Peiheng Wu,

9. ACS Nano 13, 10359-10365 (2019)
10. Ultra-fast solar-blind ultraviolet detection by inorganic perovskite

CsPbX3 quantum dots radial junction architecture, Jiawen Lu, Xuexi

Sheng, Guoqing Tong, Zhongwei Yu, Xiaolin Sun, Linwei Yu,* Xiangxin
Xu,* Junzhuan Wang, Jun Xu, Yi Shi, and Kunji Chen

Advanced Materials 29, 1700400 (2017)

邀请报告 6：How Much Space Is There Beyond Integrated Circuits?

Xiaohong (Ellen) Wang is full professor in School of Integrated

Circuits, Tsinghua University, China. She received her Ph.D.

from Tsinghua University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s a

visiting scholar, she did the research on micro SOFC in Stanford

University from Nov. 2005 to Oct. 2006. She also had several

months’ research experience in HKUST and UCLA in 2001 and 2007,

respectively, and the guest professor in 2019, in ETH Zürich, Switzerland.Her

research now is on the fields of MEMS/NEMS design and integration

technologies, particularly on Power-MEMS, like micro fuel cells, micro

supercapacitors, silicon-based lithium batteries, energy harvestings, etc. She

was the General Co-Chair of IEEE-MEMS 2016 held in Shanghai, and has

served sever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as TPC/ETPC member, like

IEEE-IEDM, IEEE-MEMS, Transducers, PowerMEMS, etc. She is an

Associate Editor of IEEE/ASME JMEMS and PNG Microsystems &

Nanoengineering, and Executive Editorial Board member of JMM. And she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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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mber of IEEE Teaching Awards Committee.

报告摘要：

The booming of wearable and implantable electronics requires the system

to be more integrated and functional, which puts higher demands on the

miniatur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all circuit elements. Unfortunately,

large-volume elements such as electrolytic capacitors, widely used for power

signal filtering, have been one of the bulkiest and most un-integratable

elements that restricted the applications of various necessary modules in

miniaturized electronics. As a promising substitute, electrochemical

supercapacitors shall provide comparable capacity much more compactly with

orders of magnitude higher charge storage efficiency. Therefore, there has

been a great interest in the miniaturization of supercapacitor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in integrated systems.

This speech will introduce the development of 3D micro supercapacitors

(MSCs) with ultra-high capacitance density and integratable. In particular, a

low-frequency filter circuit with MSC, featured by wafer-level integration of

MSCs with semiconductor diodes, will be presented. Moreover, the novel

integration design and fabrication methodology ensure the unprecedented

MSC capacitance density and frequency response, thus bringing the

outstanding filtering performance of the chip. This work proves the feasibility of

monolithically integrating electrochemical MSCs with more complicated

modern circuits.

邀请报告 7：金属卤化物量子点及光电转换器件

田建军，现任北京科技大学融合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教育部金属

电子信息材料工程中心主任、材料学科首席教授，入选教育部新

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兼任 Sci. China Mater.和 Int. J. Miner. Metall.

Mater.编委，以及中国材料研究学会纳米材料与器件分会和太阳能

材料分会、中国感光学会光电材料与器件专业委员会等理事和专

家委员等。主要开展半导体纳米晶/量子限域结构光电功能材料研究，以第一或

通讯作者在 Adv. Mater., Adv. Funct. Mater., Energy Environ. Sci., Nano Lett.,

ACS Energy Lett.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5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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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胶体量子点是具有量子限域效应的半导体纳米晶，拥有优异的自主发光性能

和多重激子效应，在高清显示、能源转换等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近年发

展起来的金属卤化物钙钛矿量子点，表现出更宽的色域和更高的载流子迁移率，

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金属卤化物钙钛矿稳定性差成为其光电转换器件应用和

发展的主要瓶颈。为此，我们采用界面工程、掺杂、结构自组装和器件结构载流

子平衡调控等策略改善量子点(纳米晶)及其器件的稳定性和光电性能。主要工

作：①效率~15%的量子点太阳能电池；②高亮度、高稳定的纯蓝光电致发光器

件；③超低缺陷态一维量子线和二维量子阱自组装超结构单元的电致发光器件

等。

邀请报告 8：电磁摩擦电混合式振动能量收集器件研究

谢立强，陆军工程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军青年科技英才，

江苏省“333工程”第三层次人才。研究方向包括传感器与微系

统、智能测控网络、结构健康监测等。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项目（基础加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

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课题研究。获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发表学术论文 40余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8项，参与研编国家军用标准 5

部，地方团体标准 1部。

报告摘要：

随着物联网的广泛应用，大量分散部署的微小型终端设备的长期供电问题显

得日益迫切，从环境中直接获取能量是解决其供电问题的一个有效方法，环境振

动能量收集是其中之一。通过微型振动能量收集器件将环境振动能量转换为电

能，再通过电源管理电路和储能器件可为微小型终端设备提供电源。本报告对以

电磁感应式为代表的微型振动能量收集器件的发展进行了总结，论述了当前的研

究现状和发展趋势。针对如何有效收集环境随机杂散振动能量的问题，本报告设

计了双稳态振动结构，通过电磁感应和摩擦纳米发电机两种方式混合实现环境随

机振动能量收集。利用永磁体阵子的双稳态之间的跳变振动，并通过平面线圈拾

取感应电流，实现环境低频振动的高效收集。在单个稳态下，再通过接触分离式

摩擦纳米发电机对振动能量进一步收集。本报告对双稳态振动结构的振动特性进

行了分析，进而对器件结构进行了优化设计，从而实现能量的高效转换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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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报告 9：Near-Zero Power Integrated Microsystems for the IoT

Dr. Zhenyun Qian is a 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 with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Department at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piezoelectric MEMS resonators, 2D materials enhanced NEMS

devices, uncooled infrared sensors, zero-power environmental

sensors, and wireless sensor systems. He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70 papers

in high-impact journals and at premier conferences and holds several device

patents/applications in the field of MEMS/NEMS. Dr. Qian is also the founder

of Zepsor Technologies, a start-up company that aims to bring to market zero

standby power sensors for various IoT applications including presence

detection, fire protection, smart home, and digital agriculture. Dr. Qian and his

company received TechConnect Innovation Award in 2019. Dr. Qian was

selected as a DARPA Riser by the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in 2018. He was also the recipient of Chinese Government Award for

Outstanding Self-financed Students Abroad in 2017, the Best Paper Award at

the 2017 European Frequency and Time Forum & International Frequency

Control Symposium (IFCS-EFTF 2017) and the Outstanding Paper Award at

the 1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lid-State Sensors, Actuators and

Microsystems (Transducers 2015).

报告摘要：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internet-of-things revolution, the number of

connected devices worldwide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to 50 - 200 billion by

2020. To maintain such a large network, there is a need for wireless sensors

with dimensions and power consumption that are orders of magnitude smaller

than the state-of-the-art. Energy is the key challenge. Batteries have limited

capacity, and existing sensors are not "smart" enough to identify targets of

interest. Therefore, they consume power continuously to monitor the

environment even when there is no relevant data to be detected. This talk

presents a new class of zero-power microsystems that fundamentally break

this paradigm, remaining dormant, with zero-power consumption, until

awakened by a specific physical signature associated with an event of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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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particular, we demonstrate infrared digitizing sensors that consist of

plasmonically enhanced micromechanical photoswitches (PMPs) that

selectively harvest the impinging electromagnetic energy in design-defined

spectral bands of interest and use it to create mechanically a conducting

channel between two electrical contacts, without the need for any additional

power source. Such a passive IR digitizer is capable of producing a wake-up

bit when exposed to a specific IR spectral signature associated to a target of

interest (such as the exhaust plume of a car, a forest fire, or a human body)

while rejecting background interference. The capability of these zero-power

sensors of consuming power only when useful information is present results in

a nearly unlimited duration of operation, with a groundbreaking impact on the

proliferation of the Io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