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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科技讯息：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CHINESE

SOCIETY OF MICRO-NANO TECHNOLOGY)

于 2005年 4月 5日正式成立。学会挂靠于清华

大学，业务主管单位为中国教育部、国家民政

部。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院士为学会理事长，

总装备部丁衡高院士、中科院白春礼院士任学

会名誉理事长。

中国微米纳米学会是致力于推进微米纳米

技术这一前沿科学领域的研发与产业化的国家

一级学会，是全国从事微米/纳米技术的科技工

作者及相关企事业单位、团体自愿结成并依法

登记的社会团体法人，是全国性的非营利性学

术团体，是联系广大微米/纳米技术工作者的纽

带，是发展我国微米/纳米技术事业的重要社会

力量。

本学会已经成功举办多种丰富多彩的活

动，包括组织各种学术会议、展览会、战略研

讨会、国际交流等等。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的历次学术年会已经成了国内本领域的第一品

牌，是国内同行业学术交流的平台，促进了中

国微米、纳米技术的快速发展。

所有会员在参加本学会主办的各类活动

时，可以享受特殊优惠，可以优先参加学会组

织的活动，可以免费获取《会讯》等刊物。高

级会员享受赠送本会出版的学术刊物，并可以

通过本会参与相关的科技评审、咨询、技术服

务、培训等工作。

我们热烈欢迎从事微米纳米科技领域相关

研究、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加入学会，共同推动

学会的发展，为中国微米纳米科技和产业进步

做出贡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开创中国微米

纳米技术的辉煌时代！

微博 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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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工作

学会 2019年社团年检工作情况总结

按照《民政部关于印送全国性社会团体 2019年年度检查事项公告的函》以及《教

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19年社团年检有关工作的通知》的要求，学会积极参与了 2019

年社团年检工作。本着专人负责、全员配合的工作原则和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学会秘

书处办公室认真填写了 2019年年度工作报告书，保质保量的完成了年检资料的提交工

作。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是挂靠在清华大学精仪系的国家一级学会，业务主管单位是

教育部，登记在国家民政部。因此，学会参与社团年检需要向精华大学精仪系、清华大

学、教育部、民政部四级部门提交资料、接受审核，最后完成资料提交。具体流程为：

①社会组织网上填报年度工作报告书（财务负责人、法人签字、盖章），报精仪系审核；

②年度工作报告书、法人登记证书、系审核意见等三份资料提交学校科研院；③年度工

作报告书、法人登记证书、社会团体信息情况表、挂靠单位审核意见表、社会组织党建

工作情况表等五份资料报教育部；④年度工作报告书、登记证书报民政部。

社团年检是上级部门对社团实施监督管理的重要环节，是促进学会健康发展的重要

手段。学会认真参与每年的年检活动，通过年检进一步规范学会各项活动，总结上年度

工作、制定下年度计划，起到以年检促发展、以年检促建设的重要作用！

（供稿 张佳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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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问题难题遴选推荐报告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以下简称“学会”）按照《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征集2020重

大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的通知》要求，向微米纳米领域科科技工作者征集“2020重

大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以下简称“问题难题”），相关工作情况如下。

一、“问题难题”工作简介

中国科协于 2018年成立 60周年之际组织“问题难题”征集工作，旨在研判未来科技

发展趋势、抓住科技创新突破口、前瞻谋划和布局前沿科技领域与方向提供依据，推进

世界科技强国建设。征集内容主要是对面向未来科技发展具有引领作用的前沿科学问

题、工程技术难题，加强对关系根本和全局的科技问题的征集，尤其是基础研究、关键

共性技术、前沿引领科技、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卡脖子”技术、科技攻关重点

方向、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科技等方向，重点关注交叉融合领域的相关问题难题。

中国科协通过所属全国学会、学会联合体、企业科协组织征集，学会可向中国科协

推荐微米纳米领域重大前沿科学问题 3-5个，工程技术难题 3-5个。

二、学会遴选工作开展情况

学会坚持客观公正、学术导向、学科平衡的原则组织推荐，邀请学会理事、会员、

专业分会、广大会员推荐或自荐的方式广泛征集，工作流程为：

2020年 3月 9日-4月 6日：广泛征集；组织专家推荐委员会，行成推荐报告。

2020年 4月 7-9日，秘书处办公室资料预审；

2020年 4月 10-16日，专家推荐委员会初审（通讯会议），形成建议名单；

2020年 4月 17-22日，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讯会议）；

2020年 4月 23-24日，上报中国科协。

三、“问题难题”遴选情况

序号 名称 作者信息 所属类型 所属领域-学科

1

极小尺度下的非线

性效应：非线性效应

会随尺度而改变

吗？

王曾晖，电子科技大学

韦学勇，西安交通大学

张靖，清华大学

前沿科学

问题
制造科技-机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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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实现靶向治疗

微纳机器人的感知

与控制?

胡程志，南方科技大学
前沿科学

问题
制造科技-机器人

3

如何调控天然生物

材料（自组装胶原材

料）的降解速率？

张其清，中国医学科学

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

工程技术

难题

生物医用材料-基础

医学

四、评审及推荐情况

（一）初审：由理事长牵头主持，兼顾学科覆盖面以及部门、地域等方面代表性，

组成由 25名专家组成的专家推荐委员会，对征集到的问题难题进行通讯评审；经评审，

三项问题难题评审通过，进入建议名单。

（二）复审：建议名单提交常务理事会复审，复审通过，进入正式推荐名单。

（三）上报：相关材料正式上报中国科协。

（供稿 刘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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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制造联合体双十评选工作总结

2020年4月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参与“2020中国智能制造科技进展”征集和推荐工

作。其中学会推荐项目：面向类生命机器人的跨尺度生物制造装备及检测关键技术入选

2020中国智能制造十大进展项目。项目介绍如下：

面向类生命机器人的跨尺度生物制造装备及检测关键技术

入围理由：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在分子尺度方面，建立了具有实时超分辨视觉

反馈的纳米操控系统，达到 45nm超高分辨，首次实现生物大分子原位可视精确操控，

为细胞性能调控奠定基础。在细胞尺度方面，建立高通量细胞在线检测和多细胞模块化

制造组装系统，解决了长期阻碍生物制造发展的细胞损伤难题，为类生命机器人零部件

组装和在线检测提供了技术支撑。在组织尺度方面，建立梯度微环境与血管化的生命维

持构建技术体系，为复杂类生命机器人及大尺度功能化组织器官稳定制造提供多工艺融

合的跨尺度制造装备。成果支撑了类生命机器人的发展，同时为新药开发、器官修复再

造等提供了使能支撑，展示出生物智能制造技术和装备对基础科学和临床需求的使能作

用。

关键词：类生命机器人；纳米操控；细胞装配；生物制造

关于“世界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

自 2017 年起，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持续开展“智能制造科技进展”研
究，以智能化车间/工厂、智能制造技术及装备、基础、标准、服务模式等维度，持
续跟踪发展与应用趋势，研究分析不同行业、企业推进智能制造的实践案例，遴选
“世界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简称“双十”科
技进展）。

“双十”科技进展的研究、推荐、遴选，主要从创新性、应用成效、影响力、
未来预期等方面考虑，在智能制造领域中具有前沿性、新颖性或实质性、示范性的
技术突破；解决智能制造领域技术难点或行业热点问题；在劳动生产率、效能回报
率、对生态和生活环境改善的贡献程度；以及对行业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提升等方
面都具有一定影响。

（供稿 张倩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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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推荐工作报告

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中国科协 科技部 国务院国资委关于评选第二届全国

创新争先奖的通知》（人社部函〔2020〕27号）相关要求，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以

下简称“学会”）开展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候选对象推荐工作，相关工作情况如下：

一、奖项简介

“全国创新争先奖”于 2017年设立，每三年评选表彰一次，是我国继“国家自然科学

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之后，批准设立的又一个重要的科技奖

项，也是仅次于国家最高科技奖的一个科技人才大奖。本奖项旨在团结引领广大科技工

作者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进程中创新争先，宣传表彰积极投身创新争先行动，在基础研

究和前沿探索、重大装备和工程攻关、成果转化和创新创业、社会服务方面成绩突出、

贡献卓著、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优秀科技工作者，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

协、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共同开展评选。

学会作为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承担微米纳米领域候选人推荐工作，可向中国科

协推荐个人候选人 5名、奖牌候选团队 1个，可向学会所属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

体推荐个人候选人 1-2名、奖牌候选团队 1个。

学会理事邓中亮（右三）参加表彰奖励大会

二、推荐流程及进度安排

（一）4月 14-17日，发布推荐通知，委托学会常务理事（3名可联合提名 1名）、

会士（每名会士可提名 1名）、分支机构（各可提名 1名）进行推荐；

（二）4月 18日上午，秘书处办公室形式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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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月 18-20日，学会人才与奖励工作委员会初审（通讯会议），形成建议名单；

（四）4月 21日，初审结果提请理事长办公会审议；

（五）4月 22日，评审结果分别报送学会常务理事会、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

体；

（六）4月 23-25日，公示 3天；

（七）4月 25-28日，相关材料分别报送中国科协智能制造联合体、中国科协。

三、候选对象情况

全国创新争先奖候选人汇总表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务 学科领域 推荐领域

1 邓中亮 北京邮电大学
电子、通信与自动

控制技术其他学科

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工科

2 邱介山 北京化工大学化学工程学院院长 煤化学工程
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工科

3 孙立宁 苏州大学机电工程学院院长 机械制造自动化
成果转化和创新创业

-成果转化

4 张其清
福建吉特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

裁、首席科学家
生物材料

成果转化和创新创业

-创新创业

5 赵玉龙 西安交通大学 机械制造自动化
重大装备和工程攻关

-关键核心技术

全国创新争先奖候选团队汇总表

序号 团队名称 依托单位 学科领域 推荐领域

1
王晓浩精密仪器

创新团队（9人）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

究生院
仪器仪表技术

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工科

四、评审及公示情况

（一）初审。评审专家组（人才与奖励工作委员会）召开通讯会议对候选对象（候

选人及候选团队）材料进行评审；19名专家参会，达专家组人数 2/3，会议有效；候选

对象（候选人及候选团队）赞成票数均达参评专家半数以上，评审通过进入学会候选人

建议名单。

（二）终审。学会候选对象（候选人及候选团队）建议名单提请学会理事长办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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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会议）审议通过。

（三）公示。学会对候选对象（候选人及候选团队）相关材料（主要包括候选对象

主要成绩和贡献）在学会官网、微信公众号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

（四）报送。学会推荐工作情况分别报学会常务理事会、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

合体、中国科协。

五、总结

经过中国科协评审，我会 7位专家荣获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其中通过学会推荐

当选 3位。学会将秉承为微米纳米科技工作者服务的宗旨，承担发现人才、举荐人才的

使命，推荐更多微米纳米领域优秀人才。

,2020年度学会荣获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名单

（供稿 刘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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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2020年度会士评选工作总结

2020年 6月，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根据《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会士评选办法（试

行）》的有关规定，启动了 2020年度会士评选工作，经过广泛征集会士候选人提名、

初审、评审委员会评定、公示、理事会审议等程序，西安交通大学赵玉龙教授、苏州大

学孙立宁教授、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五研究所朱健研究员、南开大学赵新教授

当选 2020年度学会会士。

赵玉龙：现任西安交通大学教授，长期从事MEMS传感器技术及微纳制造基础理

论和工程应用研究，注重基础研究与工程应用相结合，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创新性地开展

了多项基础和应用研究工作，突破典型MEMS传感器的微型化、高动态、高精度、耐

高温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制出了系列耐高温、高频响、超高压、高过载MEMS传感器

及系统，形成了特种高性能MEMS传感器与执行器等特色研究方向，并取得多项重要

创新成果。研究成果及产品得到推广应用，产生了较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在人才计划方面取得的成绩如下：分别获得 2005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

划、2013年首批中组部“万人计划”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2013年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支持计划、2015年度“百千万人才工程及中青年突贡专家”、2019年首届中国测试最具影

响力人物奖等荣誉称号。其负责的“微纳传感与测试技术”研究团队获得 2010年教育部长

江学者创新团队发展计划支持，并于 2015年获得教育部创新团队支持计划滚动支持。

相关研究成果获得 120余项国家发明专利。获得两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和 5项省

部级科技成果奖。

孙立宁：现任苏州大学机电学院院长，国家机器人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

任，江苏省先进机器人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杰青，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万人计划

领军人才。担任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微纳机器人分会理事长，国家 863计划微纳制造

领域专家，MEMS重大专项总体组组长。

在微纳制造前沿与关键技术研究方面取得的创新成果如下：主持相关领域国家重点

研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在国内开创引领了微纳米机器人新兴方向，创建

了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微纳机器人分会，担任理事长，在微纳制造、生命科学及国防

等领域得到成功应用。

长期从事机器人技术相关研究。主持 973、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防基金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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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20余项，在工业机器人、医疗与特种机器人、微纳机器人、系统集成等方面取得重

要成果。获国家发明/进步二等奖 2项、省部级奖励 10项，发表论文 200余篇，发明专

利 80项，出版专著 5部。

朱健：现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微米纳米领域集团首席科学家，南京大学博

士生导师。国家微米纳米技术专业组专家，国家科技奖励专家库，中国航空元器件专家

组专家，上海商业宇航级器件太空测试工程技术中心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微米纳米技

术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MEMS分会副理事长，MEMS国家地方联合工

程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人工智能学会常务理事。Microsystem Technologies、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Signal Processing等国际专业期刊审稿人。

长期从事射频MEMS器件原理、工艺及应用研究，主持 RF MEMS与射频微系统领

域前沿创新、国家重大专项、国际合作、973、863、型谱、预研、新品、基金等项目 70

余项；从 RF MEMS开关、谐振器、滤波器、移相器、匹配网络、天线到射频前端微系

统，多项研究结果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率领团队建立了我国 RF

MEMS设计体系和工艺体系。

科研成果如下：形成千余款 RF MEMS器件、组件系列化产品，解决重大工程装备

急需，实现了重要器件的自主保障，取得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获全国五一巾帼标

兵称号，获政府特殊津贴证书。

赵新：现任南开大学英才教授，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在微米纳米技术领域的科研成

果如下：2001年获天津市技术发明一等奖，2002年获教育部首批“骨干教师资助计划”

优秀骨干教师、“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教师资助计

划”，2018年入选天津市特支计划高层次创新团队和重点领域创新团队。2017年在世界

上首次利用机器人操作获得 17头克隆猪，成果入选 2018年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

研究工作集中在微系统自动化，目前担任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智能机器人项目首

席，连续两轮承担国家重大仪器专项。近五年以通讯作者发表 JCR一区论文 18篇，发

明专利 22项。

（供稿 张倩倩）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会讯

— 10 —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六届“青年人才托举工程

（2020-2022年度）”推荐工作报告

为充分发挥学会平台优势，探索创新青年科技人才选拔培养机制，发现和扶持优秀

青年人才脱颖而出，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以下简称“学会”）按照《中国科协办公厅

关于开展第六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科协办函学字

〔2020〕154号）、《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实施管理细则》、《中国微米纳米技

术学会人才与奖励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相关要求，开展第六届“青年人才托举工程

（2020-2022年度）”推荐工作。相关工作情况如下：

一、项目简介

“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是中国科协于 2015年启动实施的一项青年人才培育计划，

通过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和学会联合体选拔资助，采用以奖代补、稳定支持的方式大

力扶持有较大创新能力和发展潜力的 32岁以下青年科技人才，指导其在科研黄金期快

速成长，打造国家高层次科技人才后备队伍，成长为国家主要科技领域高层次领军人才

和高水平创新团队的重要后备力量。

学会依托所属中国科协先进材料学会联合体（以下简称“联合体”）开展推荐工作，

可向联合体推荐 3名候选人参与联合体答辩评审，同时结合候选人及学会评审排序情况

争取自筹资金培养名额。

二、工作流程及进度安排

（一）学会通过中国科协先进材料学会联合体进行申报；

（二）坚持同行专家遴选原则进行广泛征集；

（三）学会秘书处办公室进行资料预审；

（四）人才与奖励工作委员会进行评审（通讯会议），对候选人进行排序；

（五）评审结果报学会常务理事会、中国科协先进材料学会联合体。

三、候选人情况（按姓氏拼音排序）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专业领域 研究类别

1 曹坤 男 1989.01 华中科技大学 纳米制造 基础研究类

2 陈艺勤 男 1988.09 湖南大学 材料微纳成型与加工 应用研究类

3 陈岩 男 1989.09 国防科技大学 纳米光电子学 基础研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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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甘志星 男 1990.07 南京师范大学 发光材料与机制 基础研究类

5 曲钧天 男 1990.02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纳米材料 交叉融合类

6 万密密 女 1987.10 南京师范大学 生物医用微纳米材料 交叉融合类

7 夏娟 女 1994.10 电子科技大学 材料物理 基础研究类

8 宣扬 男 1990.10 大连民族大学 纳米材料 应用研究类

9 杨睿 男 1989.04 上海交通大学 二维材料、金属薄膜材料与器件 基础研究类

10 张希 女 1986.10 深圳大学 微纳传感系统 交叉融合类

11 张之 男 1990.10
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

能源与系统研究所
微纳能源与传感 基础研究类

12 周腾 男 1988.09 海南大学 机械工程 交叉融合类

13 朱智源 男 1989.02 西南大学 微电子 应用研究类

四、评审及后续工作安排

（一）评审

1. 人才与奖励工作委员会采取通讯会议形式评审，17名委员参与，达人才与奖励

工作委员会人数 2/3，评审有效。

2. 评审专家依据候选人情况进行打分，根据得分进行排序，半数以上不同意则取消

该候选人推荐机会；经打分评审，候选人均获半数以上同意票。

（二）报常务理事会、联合体

人才与奖励工作委员会评审排序形成建议名单，报常务理事会通过，其中前 3名候

选人参与联合体答辩评审，在联合体层面进行打分排序。

（三）学会参与中国科协项目申报

学会依托联合体进行项目申报，争取立项名额（含资助及自筹），获批后将结合评

审排序及资金自筹情况确定正式人选。

五、总结

青年人才是第一竞争力、第一驱动力、第一资源，是时代的主力军。学会将充分重

视青年科技人才的重要作用，不断做好“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将逐步完善工作内容、梳

理经验和不足、充实完善青年人才库，不断探索学会特色的青年科技人才托举模式，以

发挥学会作为科技社团在国家科技人才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供稿 刘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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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科创中国”先导技术榜单工作总结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给科技工作者代表

回信的重要指示精神，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根据《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0年“科

创中国”先导技术榜单有关工作的通知》（科协办函学字〔2020〕123号）相关要求，积

极开展先导技术推荐工作。现将推荐情况汇报如下：

2020年 10月 30日学会开始相关组织推荐工作，经过广泛征集、材料初审，常务理

事会审议，学会共计推荐 8项先导技术，推荐名单如下：

感谢各会员单位和会员老师对征集工作的支持！

关于科创中国先导技术的榜单设置

依据“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

康”的原则，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装备制造、先进材料、资源环境等 5 个领域，分

别选出代表本领域前沿水平、面向产业需求实现重大突破、商业模式可见、商业潜力巨

大，可转化、可转移、可交易，具有产业先导意义的技术成果，共发布 100项。

（供稿 张倩倩）

领域 技术名称 申报单位 联系人

先进材料 金属粉体表面改性技术及应用 西南交通大学 崔国栋

先进材料 液体门控技术 厦门大学 侯旭

装备制造 微纳材料表面纳米包覆技术和装

备

华中科技大学 陈蓉

装备制造 高性能机器人触觉传感智能系统 河北工业大学 刘吉晓

生物医药 程序微流体法宏量制备异质结构

纳米材料及其应用研究

北京科技大学 宋玉军

生物医药 肿瘤硼中子俘获治疗中新型硼药

的研发与应用

兰州大学口腔医学院 刘斌

电子信息 柔性电子多维感知及应用 清华大学 朱荣

电子信息 工业智能质检专家 深圳至汉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刘洋

http://www.baidu.com/link?url=d5UUBmy4HbCQoN_UlMCwi7fw1StjWRFyGnpHdkytIsDrcV92s4zlN5g_9CzEYh6M8QCJuVysu1KH_dJdrco3yFhQbVBri8omQKg4ifivo9ZUorRcMDJAIIhul_GcQJaQVxUYpUVgWZrPmVtj1hnNbTKcTZlg-EAq1KxJfW_LDE9Gbf4zHrolMgHuQ-_uBBlKR8ZB5OmcC6IQN1wqwzrjMFVN65R_CdVK7lFRMJHVdESBuIAgpKva7pKv3oGbrxjz9ly49ApfrWvFJg1L8Etc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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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十七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和

2020年度未来女科学家计划候选人提名情况报告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以下简称“学会”）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华全国妇女

联合会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关于开展第十七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和

2020年度未来女科学家计划候选人提名工作的通知》（科协发组字〔2020〕29号）、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人才与奖励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候选人

提名工作，相关工作情况如下。

一、奖项简介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

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

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激发广大女科技工作者的创新创业创造热情，大力弘扬新时

代科学家精神，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华全国妇

女联合会、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共同开展第十七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和

2020年度未来女科学家计划候选人提名工作。

学会作为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可提名微米纳米领域候选对象。学会可向中国科

协推荐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候选人 3名、候选团队 1个，2020年度未来女科学家计划候

选人 2名。

二、工作流程及进度安排

学会严格按照工作要求，基本推荐流程为：

（一）11月 23日-11月 30日，发布提名通知，委托学会常务理事（3名可联合提名

1名）、会士（每名会士可提名 1名）、分支机构（各可提名 1名）提名；

（二）12月 1日，秘书处办公室形式审查；

（三）12月 2-6日，人才与奖励工作委员会通讯评审，形成建议名单；

（四）12月 7-8日，评审结果提请理事长办公会审议；

（五）12月 9-11日，学会公示 3天；

（六）12月 12-15日，提名结果报学会常务理事会、中国科协

三、候选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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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类别 姓名 工作单位 专业专长

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个人）

陈蓉 华中科技大学 微纳制造

王琛英 西安交通大学 仪器科学与技术

于畅 大连理工大学 碳素材料与能源化工

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团队）
空缺

2020年度未来女科学家计划

四、评审及公示情况

（一）初评：人才与奖励工作委员会评审会议采用通讯会议形式，17位委员参与，

达专家组人数 2/3，评审会议有效；经人才与奖励工作委员会初审，三位候选人得票均

达参评专家半数以上，进入候选人建议名单；

（二）复评：候选人建议名单提请理事长办公会审议，审议通过。

（三）公示：三位候选人在学会官方平台进行公示，公示无异议，正式当选学会正

式候选人。

（供稿 刘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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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被评为

2019年度科协系统统计调查工作优秀单位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以下简称“学会”）根据《关于组织开展中国科协系统 2019

年度综合统计调查工作的通知》（科协计函规字〔2019〕115号）参与综合统计工作。

学会从基本情况、为科技工作者服务、国际及港澳台地区民间科技交流、学术交流、科

学普及、科技决策咨询情况等方面对学会 2019年度工作进行全面梳理。

2020年 11月 16日，中国科协下发《关于对 2019年度科协系统统计调查工作优秀

单位的通报》（科协计函规字〔2020〕92号），对 2019年度各单位的综合统计调查工

作从报送及时性、数据填报完整性、数据质量、填报说明等方面情况，进行综合考核、

打分，学会被评为“2019年度科协系统统计调查工作优秀单位，这也是学会连续第四次

被授予此荣誉称号。

综合统计调查工作是对全国学会年度工作的全面梳理，最终将编纂形成《中国科学

技术协会统计年鉴》。本工作的开展，一方面便于上级单位了解学会的基本情况及发展

态势，为上级单位相关决策提供信息支撑；另一方面，可帮助学会填报与梳理中发现问

题、找出差距、促进提升，同时为学会制定下年度工作计划提供支撑。学会将继续秉承

全面、准确、及时、可信的原则认真组织 2020年度综合统计调查工作，总结学会 2020

年度工作并制定学会 2021年工作计划，推动学会事业进一步发展。

（供稿 刘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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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承接政府职能工作——科技成果评价

我国从 1961年开始实施科技成果鉴定制度，经过多年的发展、改进与变革 2016年

正式取消科技成果鉴定改为实施第三方科技成果评价。

科技成果评价作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重要环节，过去由政府科技主管部门对科技

成果进行鉴定的做法，已不能适应当前的形势发展需要。而通过第三方专业评价机构对

科技成果的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使评价

更加科学化，更有利于获得投资方和合作方的认可，更有利于技术交易的顺利进行，也

更有利于获得政府支持。

从国家科技成果网 2018年统计数据分析来看（最新完整报告为 2018年），登记成

果 6.57万项，其中经过成果评价及鉴定的成果分别占 25.93%和 18.92%共约 3万项。自

2014-2018年科技成果的评价方式发生较大变化，鉴定项目所占比例从 44.00%下降至

18.92%，评价机构评价的科技成果比例在此期间逐年上升，从 2014年的 13.24%到 2018

年的 25.93%，四年间提高了 12.69个百分点，并且近两年通过评价机构评价的占比还在

逐年上升。

2015年 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中国科协所属学会有序承

接政府转移职能扩大试点工作实施方案》。

科技成果评价与鉴定的区别

科目 科技成果鉴定 科技成果评价

行为主体 政府科技主管部门 第三方科技成果评价机构

受理范围

应用技术成果√
基础理论研究成果×
软科学研究成果×
未授权专利的成果×
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自研的应用技术

成果×
涉密成果√

应用技术成果√
基础理论研究成果√
软科学研究成果√
未授权专利的成果√
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自研的应用技术成

果√
涉密成果×

评审方式

定性评价√
定量打分×
明确的评审指标×
每位专家形成个人评价意见×

定性评价√
定量打分√
明确的评审指标√
每位专家形成个人评价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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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评价结论√ 总体评价结论√

主体责任 法律上不明确

从法律上明确，各负其责，评价机构对

评价结论负责，但只作为咨询性意见，

不对据此做出的决策行为所产生的结

果负责

受理方式 申请表
签订科技成果评价合同，从法律上明确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专家聘请
由科技管理部门或其委托的单位聘

请

由第三方评价机构从咨询专家库中遴

选

专家组成 全部为同行技术专家
同行技术专家占 2/3以上，其余可为经

济、财务或科技管理专家

咨询费用 法律上不明确 法律上明确，以合同形式约定

科技成果评价所需资料

一、应用技术成果

1 成果评价申请表

2 研制报告

3 检测报告

4 科技查新报告

5 知识产权证明

6 用户使用报告

7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证明

8. 评价机构认为需的其他材料（论文、论著、行业审批文件等）

二、软科学研究成果

1 科技成果评价申请表

2 研究报告

3 发表的论文或出版的著作

4 论文（论著）被收录和被他人论文（论著）正面引用证明

5 实际应用或采纳单位出具的证明

6 评价机构认为需的其他材料

科技成果评价程序

一、提出申请

提交《科技成果评价申请表》。申请表中应有成果完成单位或项目管理部门（单位）

签署意见，并将申请表与其它现有的相关资料一并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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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受理

1. 评价单位应在接到评价申请后，对材料初审，并七天内做出是否受理评价申请

的答复。对符合条件的，通知评价时间、评价形式及其他有关事项。对不符合条件的，

告知不予受理。

2. 对符合科技评价条件的应签署科学技术成果评价委托合同。

3. 根据参加评价项目的专业从专家库内遴选、聘请同行专家，组成评价委员会或

函评专家组。

4. 申请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将评价所需资料报送组织评价单位。

5. 按照约定评价活动时间、地点、形式制订会议议程，发送会议通知，落实会议

具体事宜。

三、受理单位召开科技成果评价会议

1.组织单位主持开始评价会议；

2.宣布评价委员会专家名单；

3.评价委员会主任宣布评审要求；

4.申请评价单位汇报成果情况；

5.评价专家质疑、讨论；

6.评价委员会进行独立评议，讨论评价意见；

7.评价委员会主任宣布评价意见。

四、出具科技成果评价证书

五、相关文件资料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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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纳机器人科学与技术学科发展综合研究获中国科协学科发展项目立

项支持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以下简称“学会”）根据《关于申报 2020年度中国科协学科

发展项目的通知》参与申报中国科协 2020年度学科发展项目，申报的课题“微纳机器人

科学与技术学科发展综合研究”获中国科协立项支持。

本课题由苏州大学孙立宁教授、南开大学赵新教授共同作为首席专家领导实施，组

建了 12名专家组成编写组和以学会秘书处办公室为主体的秘书组，共同推动项目实施。

本课题对微纳机器人学科最近几年的发展现状进行梳理和分析，总结本学科研究热点与

重要进展，比较国内外学科发展状况，预测未来 5年的发展趋势，重点分析本学科领域

内相关交叉学科的发展情况，从而明确我国在本学科领域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并提出相

应的发展规划和策略。本项目为期两年，2020年为项目第一期，本年度完成了项目开题、

成立了工作队伍并研讨确定了报告编写大纲。

本项目将围绕以下梗概有序推进，《微纳机器人科学与技术学科发展综合研究》将

于 2021年度公布，欢迎广大会员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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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 刘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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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活动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二十二届学术年会线上召开

暨 CSMNT网络讲堂正式上线

2020年 9月 19日-25日，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二十二届学术年会线上成功举办

（简称 CSMNT2020云•年会活动周）。本届年会原定在哈尔滨市举办，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经大会组委会研究决定对年会组织形式改为线上召开。

CSMNT2020云•年会活动周由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主办，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

江大学联合承办。大会主席由清华大学尤政院士、西安交通大学蒋庄德院士、北京大学

刘忠范院士共同担任，清华大学段文晖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朱嘉琦教授作开幕式致辞，

清华大学王晓浩教授主持开幕式，哈尔滨工业大学刘晓为教授主持大会特邀报告。

CSMNT2020云•年会活动周邀请到东南大学崔铁军院士、香港理工大学蔡定平院士、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军院士、冷劲松教授、清华大学魏少军教授作大会特邀报告。大会设

微纳传感器/执行器、微纳光子器件及制造、微纳机电系统、微纳医药及传染病和新冠肺

炎诊疗、微纳加工与集成技术、微纳米马达与智能机器人、微纳操作机器人及其应用、

微纳材料与器件、微纳表征与测量、微纳仿生制造、微纳能源技术、微纳流控芯片系统

与应用、微纳超表面、微纳米力学与表征技术、微纳米技术应用共计十五个专题分会场，

百余位特邀报告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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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学术年会是微米纳米领域的年度盛会，此次云端举办是疫情

之下学会举办学术活动的全新尝试，总访问量达 3.94万人次，且在持续增长。此次线上

年会的成功举办要感谢所有理事会成员、会员老师和参会人员对学会工作的支持和参

与，同时我们也会总结此次会议的宝贵经验，将线上办会的经验与线下会议结合起来，

更大程度的发挥学术会议交流的功能，提高会议服务质量。

同时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借此机会，开通 CSMNT网络讲堂，年会特辑已正式上

线，就 2020年度微米纳米技术发展最新研究成果与广大会员共享，携手应对各种挑战、

实现创新发展。

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网络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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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纳米技术与医疗健康创新大会

暨第四届微米纳米技术应用创新大会在厦门召开

2020年 10月 24日由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主办，厦门大学与嘉庚实验室联合承办

的微纳米技术与医疗健康创新大会暨第四届微米纳米技术应用创新大会在厦门盛大开

幕。大会以“技术赋能、智慧医疗、健康中国”为主题，围绕MEMS器件在医疗健康领域

的应用展开讨论，搭建了医学诊疗、人体健康为应用目标的交流平台，让医学诊疗、制

药与人与药之间的交互变得更可控、变得更清晰，让我们对自身的状态更了解。

大会开幕式于 10月 24日上午在厦门集美湖豪生大酒店召开，开幕由清华大学化学

系教授林金明主持，学会副理事长、清华大学王晓浩教授及厦门大学副校长江云宝开幕

式致辞。王晓浩副理事长强调，医疗健康领域是微系统近 20年来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应

用领域，大会交流的所有报告及现场 110份 poster都是围绕怎么通过微米纳米这一学科

交叉技术了解我们人体，预防疾病及恢复健康展开的。

厦门大学副校长江云宝作为承办方代表首先表达了对老中青三代科研工作者齐聚

厦门共赴学术盛会表示热烈的欢迎。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科学技

术是人类同疾病斗争的锐利武器，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作

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在座的每一位都通过自己的勤勉工作开展科研攻关，为战胜疫情提

供了强大科技支撑，帮助医学技术不断进步。希望各位与会专家学者通过此次论坛加深

与兄弟院校、业内同行的交流与互通，促进产学研的转化，同时带动多学科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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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为期三天，第一天为大会报告。开幕式后 3 位院士及 11位相关领域杰出的专

家做了大会报告。10月 25-26日进行了分会场交流，由 7个分论坛，共 20个分会场组

成，邀请了 225位研究及应用杰出人员进行了交流。分论坛主席及 21位分会场主持人

或为教育部长江学者或者为国家千人、百人计划领军人物。全国各地 800多名微纳米医

疗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大会。

受疫情影响，会议严格执行防疫要求，限制了参会人数和学术参观，大会同期组织

了小型展览会及学术海报展，有 20多家相关企业对技术、产品、解决方案进行展览展

示。

2020年的国内新冠疫情控制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为了适应国内经济的恢复要

求和学术界、产业间交流的需求，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在厦门举办的微纳米技术与医

疗健康创新大会是学会第四届微纳技术应用创新大会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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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四届微流控技术应用创新大会在深圳召开

微流控（microfluidics）是一种精确控制和操控微尺度流体，以在微纳米尺度空间中

对流体进行操控为主要特征的科学技术，具有将生物、化学等实验室的基本功能诸如样

品制备、反应、分离和检测等缩微到一个几平方厘米芯片上的能力，其基本特征和最大

优势是多种单元技术在整体可控的微小平台上灵活组合、规模集成，是一门涉及工程学、

微电子、新材料、物理学、化学、微加工和生物工程等领域的交叉学科。微流控技术广

泛应用于生化分析、疾病诊断、微创外科手术、环境检测、司法鉴定和食品卫生监督等

领域，已成为各国学术界和工业界所关注的热点前沿。

微流控技术应用创新论坛旨在搭建一个以分享新技术、展示新产品、探讨新思路为

主题的微流控技术应用交流平台。2020年 12月 5日由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主办，南

方科技大学承办、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协办的第四届微流控技术应用创新大会在

深圳维纳斯国际酒店隆重开幕。

（大会合影）

开幕由浙江大学方群教授主持，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院江雷院士及南方科技大

学赵予生副校长开幕式致辞。南方科技大学自成立以来有了长足的发展，欢迎科学技术

人员加强与南方科技大学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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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雷院士开幕式致辞） （赵予生副校长开幕式致辞）

会议为期三天，第一天为大会报告。开幕式后 2 位院士及 11位相关领域杰出的专

家做了大会报告。12月 6-7日进行了分会场交流，由 7个分论坛，共 20个分会场组成，

邀请了 230位研究及应用杰出人员进行了交流。分论坛主席、分论坛主持人或为教育部

长江学者或者为国家千人、百人计划领军人物。全国各地 600多名微流控技术领域的专

家学者参加了本次大会。受疫情影响，会议严格执行防疫要求，限制了参会人数和学术

参观，大会同期组织了小型展览会及学术海报展，有 20多家相关企业对技术、产品、

解决方案进行展览展示。参会代表纷纷表示在论坛上很有收获，希望论坛持续举办。

（供稿 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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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科学家智能可穿戴技术创新论坛

2020年 12月 12-14 日，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科学家智能可穿戴技术创新论坛在深

圳市成功举办。

本届论坛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海峡两岸暨港澳民间科技人文交流重点项目，由中国

科学技术协会指导，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和深圳市微米纳米技术学会联合主办，清华

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深圳市智能穿

戴产业联合会、深圳市钟表与智能穿戴研究院承办，多家单位共同支持。本届论坛以“智

能可穿戴技术”为主题，深入探讨我国智能可穿戴领域的研究现状、核心技术、发展瓶

颈，旨在促进两岸三地青年学者深入交流，助推粤港澳与大陆地区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开幕式嘉宾助阵

论坛开幕式由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海洋工程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微米纳米技

术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深圳市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副会长王晓浩教授主持。

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党组成员孙楠代表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作开幕式致辞。孙局表

示，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科学家智能可穿戴技术创新论坛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海峡两

岸暨港澳青年科学家学术活动月”重点支持项目之一，深圳市科学技术协会作为中国科

学技术协会的地方组织非常关心和支持；论坛聚焦智能可穿戴技术这一前沿交叉领域，

为两岸三地智能可穿戴科技工作者搭建交流和对话的平台意义重大；深圳市科学技术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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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将提供最大支持，希望论坛持续举办发展成为智能可穿戴技术领域的品牌性学术活

动。

深圳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庄志勇副主任代表经济领域致辞。庄副主任表示，智能可穿

戴产业是世界智能科技新兴产业，是粤港澳大湾区的重点发展产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

存；智能穿戴产业亟需在技术创新引领下，探索发展方向、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庄副

主任希望领域专业科研机构、服务机构、专家学者以及企业家们深入交流、加强合作，

携手一道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全面升级智能穿戴生态健康产业链。

开幕式最后王晓浩教授致欢迎词。王老师表示，微米纳米技术高速发展的同时面临

诸多挑战，尤其是科研与产业仍有较大距离，学会将竭力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搭建一个科

学研究对接成果转化的平台，欢迎大家关注学会、加入学会、在学会中为领域发展贡献

力量；希望广大青年学子持续关注智能可穿戴领域，希望领域专家携手为智能可穿戴领

域的更好发展努力；希望技术创新方面面向需求端、市场端，科研更好的与产业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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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级主旨报告

论坛邀请到八位知名专家作论坛主旨报告。香港心脑血管健康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香港城市大学讲座教授张元亭院士作线上报告，报告题目为《健康工程：可穿戴

SUPER-MINDS技术及其在对抗心血管病（CVD）和冠肺病（COVID）中的应用》；西

北工业大学黄维院士团队报告题目为《“柔性电子+”智慧未来》；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

院王兴军教授报告题目为《智能穿戴式睡眠呼吸监测设备和智能分析诊断远程分级诊疗

系统》；国立中山大学（台湾）莊承鑫教授作线上报告，报告题目为《如何利用智能穿

戴技术从精准医疗提升到下世代的精准健康》；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魏军教授报告

题目为《柔性印刷电子的机遇与应用》；清华大学冯雪教授报告题目为《柔性电子技术

及生物医学应用》；华中科技大学黄永安教授报告题目为《“薄大精伸”的柔性电子使能

制造技术》；深圳市智能穿戴产业联合会、深圳市政策咨询委朱舜华会长报告题目为《共

筑智能穿戴产学研生态》。

对话圆桌论坛

论坛期间举办圆桌论坛，邀请深圳市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会长、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

院金玉丰教授（主持人）、清华大学冯雪教授、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刘志远

研究员、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王兴军教授、东华大学游正伟教授、中科院苏州纳米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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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张珽研究员、深圳市智能穿戴产业联合会朱舜华会长七位嘉宾，围

绕智能可穿戴技术的发展机遇与挑战、智能可穿戴技术产品和专利分析、智能可穿戴技

术的产业化分析等话题展开对话，现场交流气氛热烈。

聚焦专题分论坛

论坛围绕会议主题，设五个专题分会场，邀请到百余位领域专家作分会场邀请报告。

面向智能可穿戴的材料分论坛聚焦金属材料，高分子材料，碳材料，其他新型的材料；

材料的制备以及合成技术；材料结构、性能与穿戴应用的关系，应用特色等相关议题。

面向智能可穿戴的微纳传感器分论坛聚焦应用于检测压力、温度、湿度、血液、气体、

生物电、新陈代谢等的微纳传感器；集成微纳传感器以及器件的系统集成；微纳传感器

的原理、设计、制备、应用等相关议题。智能可穿戴产品、市场及大数据应用分论坛聚

焦以传统通讯为目标的穿戴产品（如智能手机、智能手表等），以运动娱乐为目的的穿

戴产品（智能手环、智能蓝牙耳机、头戴式显示器、可穿戴相机等），以移动医疗为目

的的穿戴产品（智能服装、心率胸带等），产品应用中的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以及未来

市场发展前景；大数据对智能穿戴信息的分析、评估、处理，对智能穿戴系统性能提升

的积极作用；目前以及将来智能穿戴与大数据结合的应用场景，如人机交互，社交，医

疗监护护理等相关议题。智能可穿戴技术与医疗分论坛聚焦人体移动健康检测（如收集

并监测血压、血糖、体重、心率、生物电、睡眠等生理指标）、医疗康复辅助（穿戴外

骨骼，智能假肢等）、医疗看护（行动不便老人、幼儿等的健康监控等）、智能穿戴技

术在医疗上应用的问题、难点，未来的发展方向等相关议题。智能传感与人机协同分论

坛聚焦应用于人机协同的智能传感器类型，制作技术，应用特点；智能传感在人机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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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参数指标需求（如精准性、安全性、舒适性等）；智能传感在促进人与机器协同、

融合方面的应用案例，如医疗康复类机器人，人机接口；未来发展的挑战、技术需求、

研究方向等相关议题。

期待明年再聚

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科学家智能可穿戴技术创新论坛于 12月 14日圆满落幕，各位

参会代表收获满满，期待明年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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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共享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二十二届学术会议

大会报告摘要和报告人简历

题目：基于数字基元与可编程编码序构的信息超材料

崔铁军，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1993年获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博士学位，后任德国洪堡学者、美国 UIUC博士后和研究科

学家。2001年被聘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2年获得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2014年开创信息超材料新方向。2014年和 2018年两次获得国

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报告摘要： 超材料是由亚波长单元（功能基元）周期或非周期

排列（空间序构）而组成的人工结构，国际上惯用等效媒质模型来表征，由于能实现自

然界不存在或者很难合成的媒质参数，因此可自由地控制电磁波，带来全新的物理现象

。但是，基于等效媒质的超材料一旦制备成型，其功能即被固化，不能实时地调控电磁

波。为了突破传统超材料的局限性，我们提出用数字编码表征超材料的新思想，这是一

种基于动态可调功能基元、通过实时改变其空间和时间序构的全新超材料，可对电磁波

和数字信息进行实时可编程调控和编辑，因此称之为信息超材料。制备成型的单一信息

超材料能实现完全不同的众多功能，例如单波束辐射、多波束辐射（波束数目可选择）

、涡旋波产生、波束扫描、甚至隐身。信息超材料的数字编码表征，使人们在超材料的

物理空间上建立起数字空间和信息空间，因此架起了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桥梁，使信

息理论、数字信号处理方法和机器学习算法可用于调控电磁波和信息，在波空间进行信

息编辑、运算、甚至智能在线学习，带来全新的物理现象和应用。信息超材料可使超材

料数字化、现场可编程、软件化及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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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纳米光学超构表面元件: 未来之眼Optical Meta Devices: Eyes of the Future

蔡定平教授，是国际电子电机工程学会(IEEE)会士(Fellow)，

国际光电工程学会(SPIE)会士(Fellow)，美国光学学会(OSA)会

士(Fellow),美国物理学会(APS)会士(Fellow)，美国科学促进会

(AAAS)会士(Fellow)，国际电磁学院(EMA)会士(Fellow)，日本

应用物理学会(JSAP)会士(Fellow)，亚太材料科学院(APAM) 院

士(Academician)，俄罗斯国际工程科学院院士(Academician)。

蔡教授 1990年获得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堤大学博士，目前研究

的领域是纳米光子学、光电物理及量子光学信息、超材料、超构表面及超构透镜，目前

已发表相关研究的 SCI期刊的学术论文共 316篇（引用＞12,498次，高引 55次）、出

版专着或专着章节及会议论文共 65篇、技术报告及其他论文共 38篇，国内外（美国、

加拿大、日本及德国）专利共 44项（67个）。曾获有 2019年艾思薇尔 SCI高被引学者

(2020年)、2018中国光学十大进展(2019年)、国际光电工程学会(SPIE)墨子奖(2018年)，

曾参加国内外举行的重要国际会议 275次做特邀报告或大会报告，目前担任 11个重要

国际期刊的编辑委员或编辑，多项国际知名期刊的文章审稿人。

Abstract: Optical meta-devices using meta-surfaces which composed of artificial

nanostructures are able to manipulate the electromagnetic phase and amplitude at will. The

design, fabric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novel optical meta-devices are reported in this talk.

As an eye to the future, meta-lens is considered as the top 10 emerging technologies in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9. Design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 prospects of meta-lens will be

addressed in this 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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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纳米技术在水质净化中的研究进展与工程应用

马 军，男，汉族，1962年出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

业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城市水资源开发利 用（北方）国

家工程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城市水资源与水环境国家重点实验室

饮用水安全学术带头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

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国际水协会 IWA水与纳米委员会理事，国

际臭氧协会（欧亚澳非区组）理事，美国土木工程学会（ASCE）

期刊、Advanced Oxidation Technology期刊和 Applied Water Science

期刊等的副主编、国际水协水厂设计与运营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国际水协会刊Water

Research副主编，美国化学会会刊 ES&T Engineering 副主编，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

年专家，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入选国家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被评为做出突出

贡献的优秀留学回国人员。

报告摘要: 饮用水源中存在有机污染物（如环境雌激素、抗生素）、无机污染物（

如重金属离子）与致病微生物，威胁饮用水水质安全。高效去除水体中的污染物，对于

保障国民身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采用高锰酸盐、高铁酸盐等对源水进行预氧化处理，

不仅可有效地破坏有机污染物的化学结构及致病微生物的生理生化结构、抑制其对人体

健康的负面影响，而且在反应过程中可原位生成新生态纳米级铁/锰氧化物。该产物水合

半径小、吸附性能强，且表面电性可调，可高效去除多种重金属并吸附部分有机物。此

外，发现纳米级过渡金属氧化物具有催化臭氧和过硫酸盐等作用，形成了新型高级氧化

除污染技术体系，高效地分解高稳定性难降解有机污染物。将新生态纳米铁/锰氧化物与

膜滤工艺联用，在进一步高效协同去除重金属的同时可实现膜滤超低压、抗污染、无动

力运行。相关技术已在百余座水厂应用。在多次重大污染应急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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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多级结构功能介孔材料的界面组装

冷劲松，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中组部“万人计划”首批科技创新领

军人才，现任国际复合材料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复合材料学会

副理事长。获国际复合材料委员会（ICCM） World Fellow奖；

当选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Foreign Member of Academia

Europaea)，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Member of the European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Arts)，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国际光学工程学会（SPIE）、

英国物理学会（IOP）、英国皇家航空学会（RAeS）、英国材料、矿石和冶金协会（IMMM）

等国际知名学会会士（Fellow）；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项(排名第一)。

研究方向：形状记忆聚合物和电致活性聚合物及其复合材料，智能空间展开和锁紧

释放机构，4D打印及生物医学结构，光纤传感器、结构健康监测、多功能纳米复合材

料。

报告摘要：激励响应聚合物是指一种能够在外界刺激下改变形状或尺寸的智能材

料。形状记忆聚合物及其复合材料是一种典型的具有响应速度快、寿命长、质量轻、成

本低、易加工及大变形特性的激励响应聚合物，在变形固定后，通过热、光、电、磁等

外刺激，能够恢复其初始形状。形状记忆聚合物基体材料与纳米材料复合使得形状记忆

纳米复合材料具有感知功能、驱动功能、控制功能、自修复等功能。形状记忆纳米复合

材料及其可变形结构在在航天航空、生物医疗、智能纺织业、电子器件等领域显示出了

巨大的应用潜力与实用价值。形状记忆纳米复合材料的研究掀起了学术界和工程界广泛

的研究热潮，研究自感知、自驱动、自修复等多功能一体化的智能纳米复合材料，为智

能结构和应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和可能性，同时也推动了诸多高科技领域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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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学科交叉推动集成电路技术持续前行

魏少军，应用科学博士，清华大学教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

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世界半导体理事会中国 JSTC主席；中国

电子学会会士；国际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会士（IEEE fellow）。

1984年在清华大学无线电系获工学硕士学位；1991年在比利时

蒙斯理工大学微电子学实验室获应用科学博士学位；1992 至

1995年任比利时蒙斯理工大学助理教授。

魏少军教授长期致力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方法学的研究、可重构计算架构研究

和通信专用集成电路技术研究，发表 200余篇论文，拥有数十项中国和美国发明专利，

出版专著五册。曾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项；省部级

科技一等奖 7项；SEMI特殊贡献奖；IEEE产业先驱奖等奖项。

报告摘要: 过去 30年，集成电路从电路小型化的技术手段之一逐步演进为支撑电子

信息技术发展的基础性核心技术，从电子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发展为交

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在知识体系和技术系统上成为一个与众多其它学科交叉融

合，相互支撑，共同发展的新学科。摩尔定律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主导这一领域的发

展，学科交叉也会继续不断地丰富集成电路技术的内涵并持续扩展其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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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天地

深孔测量解决方案——
微细孔 3D形状测定机 FP3030

株式会社小坂研究所

中国区总代：质朋仪器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在精密测量领域，有一项特殊的测量任务，无论对

接触式探针测量还是非接触式光学测量都是极大的挑战

——“深孔”测量。面对极小宽深比的深孔，接触式测量

往往会因为测针直径过粗或者针尖角度过大的限制，无

法深入测量，或不能测量侧壁粗糙度；非接触式光学测

量则会因为光的干涉、无法对焦、无法收回足够的光量

与数据点等原因而检测失败。基于特点的相似性，沟槽

的测量也面临此困境。与此同时，带有深孔和沟槽的工

件和产品分布广泛，是半导体、汽车等行业生产中难以

避开的环节，具有相当大的潜在需求。针对这一测量难

题，株式会社小坂研究所和日本大学、研究院紧密合作，

成功研发了微细孔 3D形状测定机 FP3030，现已正式投

入生产并面向市场。

FP3030使用高弹性光纤维测针，结合激光、三棱镜

与光电二极管共同构成传感测量装置。未测量状态下，

光电二极管受光量均一；测量状态下，测针进入深孔，

以圆周型轨迹接触深孔侧壁采集数据，由于测针位置的

变化，光电二极管受光量发生变化，FP3030由此测量出

深孔内部的表面形貌。

藉由质轻且纤细的高弹性光纤维测针，FP3030能以

微小的测定力测量直径最小 10um，最大 300um的深孔

内部形状，垂直分辨率达到 10nm。具体测量应用包括：

①深孔的内径、外径、深度；②沟槽的内宽、外宽、深

度、侧壁形状。同时，FP3030测量软件具有真圆度、圆

柱度、直径、台阶、槽宽、直角度、粗糙度多种参数解

析功能。

针对孔径为 80um的微细深孔，FP3030测量其内径

的重复精度在 20nm以下：

孔径 10um，孔间距为 20um，深度为 0-140um的微

细深孔测量实例：

以下是 FP3030微孔形状测量的部分实际应用举例：

（一）半导体封装 TSV（Through Silicon Via，硅通孔技

术）的侧壁粗糙度测量，孔径为 10um，深度为

100-500um；（二）汽车燃料喷嘴口形状测量，孔径

10-100um；（三）打印机油墨喷嘴口内部形状测量，孔

径为数十微米；（四）纺织机械线嘴内部形状测量，孔

径 10-100um。

FP3030是日本精密测量仪器行业产、学、研三方面紧

密合作的研究成果，为微细深孔测量带来了可靠而高效

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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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F摩方

BMF摩方公司于 2016年 05月 03日在深圳成立，

专注于超高精密微纳 3D打印领域，是全球微尺度 3D打

印技术及精密加工能力解决方案提供商。秉承将 3D打

印转变为真正的精密快速成型及直接生产制造的理念，

其产品 nanoArch 系列和 microArch 系列 3D打印系统为

精密增材制造量身定做。

S130 S140

摩 方 拥 有 全 球 领 先 的 超 高 打 印 精 度

（2μm/10μm/25μm），高精密的加工公差控制能力

（±10μm/ ±25μm/±50μm），配置韧性树脂、硬性树脂、

耐高温树脂、生物树脂等打印材料，使得其 3D打印系

统可直接成型精密塑料结构件和功能器件，无需再经过

抛光、打磨、喷涂等后处理工艺。摩方 3D打印系统可

为客户提供免模具的超高精度快速打样验证，小批量的

精密塑料零件加工。

摩方 3D 打印设备采用面投影微立体光刻（PμSL:

Projection Micro Stereolithography）技术，是目前行业极

少能实现超高打印精度、高公差加工能力的 3D打印系

统。PμSL技术使用高精度紫外光刻投影系统，将需打印

模型分层投影至树脂液面，快速微立体成型，从数字模

型直接加工三维复杂工业样件。该技术具有成型效率高、

加工成本低等突出优势，被认为是目前最具有前景的微

尺度加工技术之一。

微流控

内窥镜

1

微针

陶瓷打印

作为超高精密微尺度 3D打印的先行者和领导者，

在三维复杂结构微加工领域，摩方团队拥有超过二十年

的科研及工程实践经验。

目前，摩方的产品主要应用在科研领域、精密零部

件领域、医疗领域和消费电子领域。在科研领域，摩方

自主研发的 3D 打印系统已被美国 Hughes Research

Laboratories 、麻省理工、美国强生公司 3D打印中心、

新加坡南洋理工、英国诺丁汉、德国德累斯顿工大、清

华、北大、浙江大学、北航、西交大、华中科大、港中

文、港城大、阿联酋哈里发大学，丹麦科技大学、德国

于利希研究中心等众多全球顶级高校和科研机构使用。

2020年 9月，摩方精密面向全球市场发布第二代超

高精密微立体光刻 3D打印系统 microArch™ S240，拥有

更大成型尺寸、更快打印速度、更多功能性材料，获得

市场的一致好评与肯定。截至 12月初，该款新机已收获

多个全球订单。

S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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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招募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入会邀请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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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MNT)于 2005年 4月 5日正式成立，是国家一级学会。下设 5个专业分会，9个工作

委员会，是中国科协团体会员单位，中国科协智能制造学会联合体及先进材料学会联合

体成员单位。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是致力于推进微米纳米技术这一前沿科学领域的研发与产

业化的学会，是全国从事微米/纳米技术的科技工作者及相关企事业单位、团体自愿结成

并依法登记的社会团体法人，是全国性的非营利性学术团体，是联系广大微米/纳米技术

工作者的纽带，是发展我国微米/纳米技术事业的重要社会力量。

为扩大会员队伍，进一步增强学会在微米纳米领域的覆盖范围和能力，诚挚邀请您

加入本会。如您接受邀请，请您详细阅读本会章程和会员管理办法，并按照要求填写个

人会员申请表发送至指定邮箱。

联系人：张老师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精仪系 4102B

电话：010-62796707、18811456626（微信同号）

E-mail: membership@csmnt.org.cn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二○二一年一月

扫描下方二维码，申请加入学会！

mailto:membership@csmnt.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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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个人会员申请表

编号： 填表日期：2021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电子版

证件照片

工作单位 所在部门

职 称 单位职务

身份证号码 政治面貌

最高学历/学位
学术头衔(院士、长江学者、千人计

划、杰青、优青等）

办公电话 办公传真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微信账号 研究方向

通讯地址及邮编

本人学历及工作简历：

主要学术贡献（包括主要论文、获奖情况）：

在其他学会、社团兼职情况：

您加入学会的途经：（非必填项）

自行申请 参加过学会活动 老会员介绍 （选填）

声明：

本人自愿加入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遵守学会章程，积极参加学会活动，按时缴纳会费。

本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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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申请类别
□团体会员单位

□理事单位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成立时间 单位网站

*仅申请理事

单位类别填写
会员单位 □是 □否 如是，请填

写入会时间

单位类别

高等院校（法人单位） 高等院校所属院系（非法人单位）

科研机构（法人单位） 科研机构所属部门（非法人单位）

国有（控股）企业 外资或合资企业

私营（民营）企业 社会团体

其他

*仅企业单位

填写

注册资本 资质等级

经营范围

员工人数 科研人数

单位主要

负责人

姓名 性别 职称 职务 电话 手机 Email

工作主要

联络人情况

我单位委托 为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单位会员工作主要联络人，

基本情况如下。如联络人有变动，我们将及时告知。

姓 名 性别 所在部门

职务/职称 电话 手 机

传 真 Email

加入其他

社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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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简介及在

微米纳米技术

方面的基本情

况（包括人员、

设备、研究项

目、成果等

500-1000字）

愿参加学会

哪方面的活动

对学会发展

意见和建议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单位会员入会申请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我单位希望加入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单位会员。

我们了解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是全国从事微米纳米技术的科技工作者和在微米纳米技术及

其他相关领域从事科研、设计、制造、教学和管理等工作的企、事业单位、单位自愿结成并依法登

记的社会单位法人，是全国性的非营利性学术单位，是联系广大微米纳米技术工作者的纽带，是发

展我国微米纳米技术事业的重要社会力量，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组成部分。

成为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单位会员后，我们将认真履行会员义务：

（一）依规定按时交纳会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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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会委托的有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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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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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有关信息。

申请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

日期：

请填好表格后回传至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会员部邮箱：membership@csmnt.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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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取 2021年会费的通知

尊敬的会员：

现在开始办理 2021 年会员会费收缴工作，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学会建议会员可

一次交纳 2-3年的会费，最多可一次缴纳四年的会费，具体办法如下：

1．个人会员会费标准

（1）高级会员：200元/人/年；（2）普通会员：100元/人/年；（3）学生会员：10
元/人/年

2．团体会员会费标准

（1）事业单位每年 2000元； （2）企业会员每年 5000元
另外，2020未缴纳会费的会员请在缴纳今年会费的同时一并交齐。

3．交款方式

 通过银行汇款

账 户 名 称：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纳税人识别号：511000005000199392
开 户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清华园支行

账 号：11001079900053008597
 微信或支付宝扫码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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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会费统一收据》，如发票抬头有特殊要求，请申明。我们将在收到汇款后一周内为您

开具电子发票。去年已缴纳过会费的会员，如果还未收到会员证，请与我们联系，我们

将尽快为您补办。

如对会员状态、缴费情况有问题，欢迎随时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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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馨提示：缴纳会费一定要索要学会开具的发票！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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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化学工程
	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工科
	3
	孙立宁
	苏州大学机电工程学院院长
	机械制造自动化
	成果转化和创新创业-成果转化
	4
	张其清
	福建吉特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裁、首席科学家
	生物材料
	成果转化和创新创业-创新创业
	5
	赵玉龙
	西安交通大学
	机械制造自动化
	重大装备和工程攻关-关键核心技术
	全国创新争先奖候选团队汇总表
	序号
	团队名称
	依托单位
	学科领域
	推荐领域
	1
	王晓浩精密仪器创新团队（9人）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仪器仪表技术
	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工科
	四、评审及公示情况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2020年度会士评选工作总结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六届“青年人才托举工程
	（2020-2022年度）”推荐工作报告
	为充分发挥学会平台优势，探索创新青年科技人才选拔培养机制，发现和扶持优秀青年人才脱颖而出，中国微米纳
	一、项目简介
	“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是中国科协于2015年启动实施的一项青年人才培育计划，通过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
	学会依托所属中国科协先进材料学会联合体（以下简称“联合体”）开展推荐工作，可向联合体推荐3名候选人参
	二、工作流程及进度安排
	（一）学会通过中国科协先进材料学会联合体进行申报；
	（二）坚持同行专家遴选原则进行广泛征集；
	（三）学会秘书处办公室进行资料预审；
	（四）人才与奖励工作委员会进行评审（通讯会议），对候选人进行排序；
	（五）评审结果报学会常务理事会、中国科协先进材料学会联合体。
	三、候选人情况（按姓氏拼音排序）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专业领域
	研究类别
	1
	曹坤
	男
	1989.01
	华中科技大学
	纳米制造
	基础研究类
	2
	陈艺勤
	男
	1988.09
	湖南大学
	材料微纳成型与加工
	应用研究类
	3
	陈岩
	男
	1989.09
	国防科技大学
	纳米光电子学
	基础研究类
	4
	甘志星
	男
	1990.07
	南京师范大学
	发光材料与机制
	基础研究类
	5
	曲钧天
	男
	1990.02
	清华大学
	机械工程/纳米材料
	交叉融合类
	6
	万密密
	女
	1987.10
	南京师范大学
	生物医用微纳米材料
	交叉融合类
	7
	夏娟
	女
	1994.10
	电子科技大学
	材料物理
	基础研究类
	8
	宣扬
	男
	1990.10
	大连民族大学
	纳米材料
	应用研究类
	9
	杨睿
	男
	1989.04
	上海交通大学
	二维材料、金属薄膜材料与器件
	基础研究类
	10
	张希
	女
	1986.10
	深圳大学
	微纳传感系统
	交叉融合类
	11
	张之
	男
	1990.10
	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
	微纳能源与传感
	基础研究类
	12
	周腾
	男
	1988.09
	海南大学
	机械工程
	交叉融合类
	13
	朱智源
	男
	1989.02
	西南大学
	微电子
	应用研究类
	四、评审及后续工作安排

	2020年“科创中国”先导技术榜单工作总结
	（供稿 张倩倩）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十七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和
	2020年度未来女科学家计划候选人提名情况报告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以下简称“学会”）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
	一、奖项简介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学会作为中国科协所属全国学会，可提名微米纳米领域候选对象。学会可向中国科协推荐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候选
	二、工作流程及进度安排
	学会严格按照工作要求，基本推荐流程为：
	（一）11月23日-11月30日，发布提名通知，委托学会常务理事（3名可联合提名1名）、会士（每名会士可提
	（二）12月1日，秘书处办公室形式审查；
	（三）12月2-6日，人才与奖励工作委员会通讯评审，形成建议名单；
	（四）12月7-8日，评审结果提请理事长办公会审议；
	（五）12月9-11日，学会公示3天；
	（六）12月12-15日，提名结果报学会常务理事会、中国科协
	三、候选人情况
	四、评审及公示情况

	（供稿 刘颖）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被评为
	2019年度科协系统统计调查工作优秀单位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以下简称“学会”）根据《关于组织开展中国科协系统2019年度综合统计调查工作的
	2020年11月16日，中国科协下发《关于对2019年度科协系统统计调查工作优秀单位的通报》（科协计

	学会承接政府职能工作——科技成果评价
	2015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印发《中国科协所属学会有序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扩大试点工
	微纳机器人科学与技术学科发展综合研究获中国科协学科发展项目立项支持
	学会活动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二十二届学术年会线上召开
	暨CSMNT网络讲堂正式上线
	微纳米技术与医疗健康创新大会
	暨第四届微米纳米技术应用创新大会在厦门召开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四届微流控技术应用创新大会在深圳召开
	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科学家智能可穿戴技术创新论坛
	资源共享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二十二届学术会议
	大会报告摘要和报告人简历
	题目：基于数字基元与可编程编码序构的信息超材料
	会员天地
	深孔测量解决方案——
	微细孔3D形状测定机FP3030
	株式会社小坂研究所
	中国区总代：质朋仪器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会员招募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入会邀请函
	二○二一年一月
	扫描下方二维码，申请加入学会！
	关于收取2021年会费的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