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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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主管单位为教育部、登记管理机

关为民政部。清华大学原校长顾秉林院士为学

会第一、二任理事长，清华大学原副校长尤政

院士为学会第三任理事长，清华大学物理系段

文晖院士为学会第四任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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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科创中国”微纳助力 

智能制造及先进材料产业科技服务团工作总结 
 

“科创中国”是中国科协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

平台，自启动实施以来，“科创中国”以数字平台为支撑，以试点城市为依托，以组织

创新为核心，大力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2022 年承接“科创中国”微纳助力智能制造及先进材料产

业科技服务团。项目由中国微米纳米学会牵头，联合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中

国地质大学、贵州大学、中国开发区协会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业委员会、中国技术市

场协会企业科技工作委员会、中自联（北京）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组建成立。学会

负责编制科技服务团工作方案及工作计划，结合自身资源与合作单位围绕智能制造及

相关先进材料产业链多年成果转移转化经验及相关资源，协同具备专业技术转移服务

与专利分析检索的合作单位，服务于西部、中部、东北、黄河流域、粤港澳大湾区等

国家重大战略发展区域。 

 

服务团在贵州省科协调研会 

自 2022 年 6 月项目签约之后，服务团项目执行期内持续重点在贵阳地区辐射全国

开展企业走访调研、收集技术问题，对平台分配及收集并上传平台的合计 50 项技术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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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重点展开对接工作，并结合企业需要匹配专家跟进 35 项，期间产生采购需求、技术

交易、合作开发或意向等 7 项。收集到各企业、高校、院所等提交的希望促进转化应

用的成果提交到平台合计 51 项，并从技术需求角度双向匹配，寻找可精准对接的进一

步开展跟进对接等工作。主要工作内容包括点对点走访调研、组织供需对接交流会、

展开区域调研、召开会议或论坛、协调院士或专家资源等。促成成果落地签约 6 项。

对项目要求的技术需求的需求解析、技术研发指南，成果的开展综合评价及提供产业

化方案均达到合同目标。2022 年 6 月至 12 月，服务团入驻平台的专家合计 19 人，特

别感谢协助推进服务团工作的入驻及未入驻的专家老师们的帮助。 

项目接触并收到服务团服务的企业、专家及团队普遍反馈良好，针对企业或成果

方提出的新需求或诉求，团队始终高度重视，力争快速响应，基本能做到快速响应与

高质量对接，对提供的服务企业或成果方基本满意。 

在探寻技术路线过程及推进成果转移转化过程中，服务团通过运用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手段、新模式，将其利用在汇聚创新与专利情报、分析现

有资源、知识产权检索、专利价值评估等方面，结合团队运营经验，能够以较高质量

为真实的技术需求与合适的成果牵线搭桥。2022 年 12 月，项目已完成中国科协的验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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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2022 年度会士名单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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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度会士评选工作，经过广泛征集会士候选人提

名、材料初审、评审委员会评定、常务理事会审议、公示等程序，南京大学胡征教

授，武汉理工大学麦立强教授，太原理工大学许并社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

工程研究所张其清研究员当选 2022 年度学会会士。 

胡征，南京大学教授、博导。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

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创新团队带头人，中国化学会会

士，江苏省材料学会理事长。长期在化学、物理、材料的交叉学

科领域进行探索，在纳米/介观结构新材料的生长机理、材料设

计、能源应用及调控机制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特别在碳纳米

笼的研究方面作出了引领性贡献。 

麦立强，武汉理工大学首席教授，材料学院院长，国家杰青

（2014），长江学者（2016），“万人计划”领军人才，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首席科学家，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会士。研究方向为纳米储能材料与器件，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在

Nature、Nature 及 Cell 子刊等发表 SCI 论文 400 余篇，SCI 他引 4

万余次，获授权发明专利 138 项，出版专著 1 部。主持国家重大

科研仪器专项等国家级项目 30 余项。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何

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 

许并社，太原理工大学教授/博导，东京大学材料学博士、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中央联系

的高级专家等；现任山西浙大新材料与化工研究院院长；长期致

力于化合物半导体薄膜材料、芯片及其器件和纳米低维功能材料

界面科学与工程研究；主持完成国家 973、国防 973、NSFC 重大

研究计划等科研项目 50 余项；发表论文 600 余篇；授权国际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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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 40 件，中国专利 128 件；编著 8 部；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技术发明、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各 1 项、省部级一等、二等科技奖共 9 项。 

张其清，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二

级研究员、博导，生物材料与人工器官研究室创始主任；深圳市

人民医院（暨大、南科大）生物医学工程研究院院长。曾任加拿

大多伦多大学药学院和芬兰阿尔托大学技术学院访问教授；创建

了厦门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研究中心、福州大学生物和医药研究院

和新乡医学院生命与健康研究院任主任/院长。主持过 863、973、

支撑、火炬和重点新产品计划，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等 100 多项；发表论文 600 篇被引用

15293 次；H 67；主编参编论著及国标 12 部；授权发明专利 165 项，获三类医疗器械

产品注册证 8 个。享受国务院政府特贴专家。被评为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首届全

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成果转化奖和杰出贡献奖等 35

项。培养博士后、博士和硕士约 3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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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代表进学会”学习活动 

——王进展书记辅导学习二十大精神报告暨学会四届八次常务理事会会议 

 

2022 年 11 月 10 日晚，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党委邀请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大次代

表大会代表、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处王进展书记向学会常务理事会作《中国共产党第二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学习体会》辅导报告。报告会由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功能型党委

书记王晓浩副理事长主持。 

 

 
 

进展书记报告聚焦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主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

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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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主要分三个部分介绍了中央和中国科协党组宣传贯彻二十大精神的部署和工

作要求，重点谈了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的理解。10 月

29 日，《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决定》指出：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首要政治任务，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

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国学会作为实

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基地，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

证思维、系统思维和创新思维，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做到党建强会、学术立会、依

法治会、民主办会、服务兴会的有机统一。 

进展书记强调：党的二十大已经闭幕，二十大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将长久持续。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谨记“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

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建

设好科协组织，不断提升服务科技工作者的服务质量，履行好党交给我们的桥梁纽带

使命职责，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做出科协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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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书记报告之后，学会秘书处、各专业分会做了 2022 年度的工作总结及 2023 年

工作计划报告，常务理事会审议了学会 2022 年会士遴选结果及增补理事等事项，确定

了受疫情影响，本年度的学术年会转为线上召开，确定了 2024 年年会召开地点，受理

了特种微纳器件与系统分会、微纳米测量与仪器分会、微纳流控技术分会筹备成立的

申请。参会人数为 60 人，其中常务理事 42 人。 

 

学会理事长段文晖院士做了总结发言，段院士感谢王进展书记给学会常务理事会

做的二十大精神辅导报告，王书记在介绍二十大精神的同时结合了科技类社团的工作

目标，强调了如何从学会出发去实现科教兴国战略，强化人才建设和人才支撑。通过

学习我们明确了学会的发展目标，也看到了学会发展中的不足，尤其在在学术期刊和

服务社会方面还有很多需要改进之处。会后我们还要继续好好学习，探索学会在科教

兴国和人才建设工作中发挥作用的途径。段理事长对秘书处和分会工作表示肯定，也

要求在疫情这样不可控的条件下，要探索有效的工作方式，争取正常开展工作。段理

事长强调理事和常务理事会是学会发展的最核心力量，在把握学会发展方向、确定学

会工作方式、推动学会发展负有巨大的责任，希望理事积极参加学会工作，持续关心

学会发展、为学会发展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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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丨 2 位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会员荣获中国青年科技奖！ 

 

2022 年 11 月 12 日，2022 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开幕式上，第十七届中国青年科技

奖揭晓并举行颁奖仪式。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理事、微纳执行器与微系统分会秘书

长李隆球教授，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蓉教授荣获该奖项。 

 

李隆球 

哈尔滨工业大学机电学院、机器人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

学报编辑部主任，长期从事微纳结构设计与制造的基础与应用技术研究，研究成果应

用于航空航天和能源开采等领域。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联合基金重点项目、国

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等，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获授权发明专利 80 余项，获省部级

奖励 4 项（其中一等奖 2 项），获黑龙江省青年科技奖，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担

任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微纳执行器与微系统分会秘书长/理事、中国机械工程学会极

端制造分会常务理事等职。 

 

陈蓉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机械学院院长助理，校柔性电子研究中心副主

任。担任第十一、十二届湖北省政协委员（优秀委员），中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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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九三学社湖北省委副主委。国家级创新领军人才(2018)、海外高层次青年人才

(2011)、腾讯“科学探索奖”获得者(2021)、中国工程院-中国工程前沿杰出青年学者

(2021)。从事微纳制造的前沿交叉领域，开展原子层沉积方法、工艺与装备的研究。承

担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国家基金重点项目、973 青年项目等多项微电子与新能源相关项

目，发表 SCI 论文 160 余篇，主编撰写中英文出版物 4 部，获授权专利 100 余项、含

10 余项国际专利。兼任中国工程院 Engineering 期刊青年通讯专家、美国真空学会

JVST A&B Editorial Board member、爱思唯尔 PhysicaB 期刊编辑等。以排名第一荣获湖

北省技术发明一等奖、湖北省专利奖、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优胜奖、入选 2020

“科创中国”先导技术榜单等。在国际上，获得 IEEE SMC 杰出学术贡献奖、日内瓦

发明展特别金奖、金奖等，并代表中国，在国际标委会上发起了“原子层沉积”相关

标准。 

 

中国青年科技奖： 

中国青年科技奖于 1987 年设立的，是面向全国广大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奖项。该奖

项由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提议设立，由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

科协共同设立并组织实施，旨在造就一批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

人；表彰奖励在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科技创新中作出突出成就的青年科技人

才。中国青年科技奖每两年评选一届，每届表彰不超过 100 名，由当届获奖者中产生

的中国青年科技奖特别奖获奖者不超过 10 名。30 多年来，已有约 1600 位青年科学家

获奖。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会讯 

10 

 

热烈祝贺|我会推荐两项成果入选 

“2022 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 

 

2022 年 11 月 23 日上午，2022 世界智能制造大会开幕式上发布了“2022 世界智能

制造十大科技进展”、 “2022 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共计 20 项智能制造科技成

果入选。热烈祝贺我会推荐的“微纳机器人关键技术与应用”、“基于数字化三维光刻

的微纳智能制造与应用”两项成果入选 “2022 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 

 

入选的“双十”科技进展项目分别是： 

➢ 2022 世界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 

1.SNC—原生数字化工厂 

2.数字孪生服务 IoT TwinMaker 

3.新一代智能移动机器人仿真平台 

4.基于大数据平台的工业机器人预测性维护应用 

5.5G 智能制造基地创新实践 

6.全断面隧道掘进装备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 

7.大型复杂构件机器人原位高效高质量铣削加工技术及装备 

8.新工业自动化-IT/OT 融合网络技术 

9.ACOPOS 6D 平面磁悬浮输送系统 

10.智能物资盘点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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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中国智能制造十大科技进展 

1.微纳机器人关键技术与应用 

2.基于数字化三维光刻的微纳智能制造与应用 

3.变刚度薄壁复杂曲面零件机器人智能磨抛 

4.复杂电子组件智能微组装生产线 

5.新能源动力电池 AI 智能工厂 

6.大型柔性智能备料车间 

7.智能注塑工厂关键技术 

8.盾构机产业 4.0 基地 

9.大型邮轮智能薄板车间 

10.船舶动力配套系统先进制造关键技术与应用 

 

微纳机器人关键技术与应用 

Micro-Nano Robotics Critical Technologies and Applications 

入围理由：面向纳米器件的制造与检测、纳米材料的表征与评价等重大科学技术

需求，苏州大学提出：基于尺蠖、粘滑、宏微双重驱动的跨尺度柔顺精密定位机构设

计与驱控理论，发明多自由度并联微动机构、宏微双重驱动并联机构，实现厘米级行

程、纳米级定位精度；提出表界面纳米力学宽频域动态测试力学方法，解决了高频、

宽模量测量难题；揭示跨尺度、多介质、多维异质纳米结构间粘着机制，突破微观尺

度下精准操控的难题；提出多能场耦合微纳机器人驱动方法，构建场控微纳机器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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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控制方法；突破微纳制造中三维组装、纳米互连、原位检测关键技术，研制 AFM

与 SEM 纳米操作机器人系统，为微纳制造与生命科学提供了技术与装备支持，已在多

个公司得到应用。 

关键词：纳米操作；纳米机器人；多机器人协同 

基于数字化三维光刻的微纳智能制造与应用 

Micro-nano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and its applications based on digital three-

dimensional lithography 

入围理由：面向柔性光电子和新型显示领域，苏州苏大维格科技集团和苏州大学

共同研发在米级幅面上实现微纳结构高效与高精度兼容性制造，开展大面积微纳结构

的海量数据算法（高达 500Tb）、三维计算光刻（网络协同实时计算）、纳米增材制造

（光转印）和新颖光子特性数字设计等关键技术突破与创新。微纳智能制造技术创新

及产品在服务重大工程和产品创新上起到重大作用，并在国内外应用。研制成功 110 吋

数字化紫外三维光刻设备，攻克大面积微纳模具制备技术；支持 10.5 代显示面板的柔

性透明导电材料自动产线与增材制程，建成显示产业大尺寸高性能电容触控屏先进绿

色产线；基于非对称微结构和双面高保真微纳压印制造，超薄导光器件的制造效率提

升数倍，使显示光效显著提升，能源节约效果显著。 

关键词：微纳智能制造；数字三维光刻；海量数据算法；纳米增材制造；柔性光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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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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评价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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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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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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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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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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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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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李老师 

电话：010-62772108 

邮箱：camnt@mail.tsinghua.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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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活动 

“微米纳米技术科普讲座”系列讲座 
 

为展示微纳技术科技创新成果，揭示微纳米技术在航空航天、生物医疗、能源技

术、通信工具等领域及人类生活的各个场景中的应用，提高民众对微纳米技术的认

知，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自 2022 年 3 月份开始在线举办“微米纳米技术科普讲座

“系列活动，每月举办一期。 

2022 年下半年计划共六期，每期讲座学会邀请领域内知名专家学者报告本领域内

的学科基础及应用场景，多层面多角度的像民众普及微纳米技术知识。该系列下半年

六期全平台总线上收看人数近 8 万人。 

➢ 2022 年 8 月 30 日  第六期:  芯片与微纳米技术 

主讲人：张宇识 北京大学微电子学博士，中

国科协首席科学传播专家 

主持人：王大志 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 

张宇识老师是科学脱口秀的创始人，在讲座

中采用了“脱口秀”的形式，极具趣味的阐述了

远程测体温、无人驾驶车、VR 视频通话等在抗击疫情期间立下“汗马功劳”的信息

科技背后芯片的作用；我国芯片的国际地位及未来发展；生活中与我们息息相关的

微纳米技术等。诙谐幽默的语言与贴近生活的科普深深映入观众们的脑海中。 

➢ 2022 年 9 月 29 日  第七期:  面投影微立体光刻 3D 打印技术及其应用 

主讲人：彭  瑛 法国特鲁瓦技术大学材料力

学博士，深圳摩方新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经理 

主持人：邢羽翔 深圳摩方新材科技有限公

司经理 

随着航空航天、高端精密设备制造、人工器

官等技术不断发展，民众越来越好奇 3D 打印技术是种什么样的技术。彭瑛老师在

本期讲座以从业者的角度专业的就四个行业问题展开了针对性演示与科普讲解，在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会讯 

17 

 

技术原理、实物演示、使用案例等方面绘声绘色地拆解技术奥秘，由浅入深循循渐

进，将这项技术毫不保留的分享。 

➢ 2022 年 10 月 31 日  第八期:  助力微纳米技术发展  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在行动 

主讲人：韦学勇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 

主持人：王跃林 绍芯实验室执行主任/绍兴

文理学院教授 

本次讲座韦学勇老师介绍了微机电系统

（MEMS）发展历程，典型 MEMS 器件及应

用，国内外微纳米技术研究机构等。通过对该技术的介绍来阐释中国微米纳米技术

学会的发展以及在微纳米学术交流方面所做的贡献。让更多民众了解微纳米技术，

了解为技术发展而做出重要贡献的专家学者。 

➢ 2022 年 11 月 25 日  第九期:  先进功能碳材料——实现煤炭和生物质高效高值利用

的重要途径 

主讲人：邱介山 北京化工大学化学工程学院

院长 

主持人：李广社 吉林大学无机合成与制备

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在“双碳”国家战略背景下，有利于煤炭和

生物质低值资源向高值化、多元化和高端化的发

展，有利于构筑独具特色的功能碳材料产品链和核心技术体系，有利于引领和支撑

资源化工产业的技术创新和行业的技术进步。邱介山老师的报告主要介绍功能碳材

料在水处理、生物材料、能量存储等技术领域的应用。并演示以煤炭和生物质为原

料，制备石墨烯等先进功能碳材料的技术方法，以及石墨烯的功能化和自组装技

术。 

➢ 2022 年 12 月 9 日  第十期:  纳米绿色印刷制造技术 

主讲人：宋延林 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绿色印刷重点实验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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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祝连庆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二级教

授/博士生导师 

为了实现绿色印刷技术，通过深入研究印刷

基本单元精细控制关键的科学问题，实现纳米

材料的可控印刷与器件组装，并以不同纳米材

料的制备与性质调控为基础，发展了应用于不

同产业的绿色印刷制造技术。本期讲座宋延林老师就其对于绿色印刷技术研究的回

顾，展开了对绿色印刷、印刷电子、印刷光子方向的探讨，并努力推动印刷产业向

“绿色化、功能化、立体化、器件化”发展。 

➢ 2023 年 1 月 18 日  第十一期:  微纳能源与自供电技术 

主讲人：张  弛 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

系统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持人：胡志宇 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

席教授 

本期讲座张弛老师着重报告张弛团队研究的

摩擦纳米发电技术，及其在收集人体动能、微振

动能、微风能、雨滴能、水波能等方面的应用；

回顾能源技术的历史和新型能源技术的发展并介绍处于前沿研究的微纳能源技术，最

后对微纳能源技术进行总结和对未来前景展望。 

 

由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主办的“微米纳米技术科普讲座”系列自 2022 年 3 月

以来已经成功举办十一期活动，线上参会总人数合计超过 10 万人。感谢各位老师通

过这个活动向大家转递许多微纳米相关的知识，微纳米技术并不是一项高不可攀的技

术，它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与生活息息相关。希望“微米纳米技术科普讲座”系

列活动可以越做越好，更快的展现在民众视野中，传递更多有益的微纳米技术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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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仿生新概念材料国际青年科学家沙龙成功举办 

 

2022 年 11 月 18-19 日，由中国科协主办、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承办的中国科协

仿生新概念材料国际青年科学家沙龙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厦门成功举办。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理事长段文晖，厦门大学副校长江云宝

分别致开幕辞。段文晖院士对与会专家表示问候和感谢，认为此次沙龙为仿生材料领

域的青年学者搭建了国际化的交流平台，希望持续性的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活动。江

云宝副校长认为，仿生材料已成为材料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发展迅速，引领了材

料、物理、化学、生物、信息等各个传统研究学科的交叉融合，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材

料领域研究的进展。 

沙龙邀请两位仿生材料领域的院士作前瞻性、引领性发言，并对领域青年人提出

宝贵意见和建议。中国科学院院士江雷探讨了仿生超浸润界面体系在能量转化、化学

反应、信息传输方面的应用。中国科学院院士俞书宏系统性地阐述了仿生材料设计与

制备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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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讨环节，30 余位国内外专家就三个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在仿生结构材料的

机遇与挑战方面，青年专家们认为仿生结构材料现阶段还是停留在实验室的制备和应

用层面，未来发展应围绕解析天然材料的设计原理与机制，以产业需求为导向，合理

地设计生产制备工艺，优化制备方法，实现大规模精确的仿生结构材料制造与加工成

型。 

在仿生界面材料的意义与展望方面，青年专家们认为界面的物理与化学分析，有

助于更好地理解仿生性能的本质，更好地指导仿生新概念材料的设计与制备。未来仿

生界面材料应该进一步往复合化、智能化、微观化发展，以更高的效率、更微观的角

度认识天然生物材料的结构与性能，并在微米甚至纳米尺度上制备新型材料。 

在仿生功能材料的发展与应用方面，青年专家们认为需要将仿生科学与微生物

学、工程学、细胞学、理化科学等学科结合起来，精确地构建多尺度宏观/微观结构，

实现材料的结构功能一体化。同时充分利用人工智能与机器学习，辅助开发满足未来

智能化、无人化发展的新型仿生功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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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科学家智能可穿戴技术创新论坛成功举办 

 

2022 年 11 月 5-7 日，2022 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科学家智能可穿戴技术创新论坛

（SMART2022）在杭州市成功举办。论坛以“智能可穿戴技术”为主题，由中国微米

纳米技术学会、深圳市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主办，清华大学柔性电子技术实验室、浙江

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承办，线上线下 500 余人参会。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研究员、副主任、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副理事长魏志祥，清

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长聘教授、清华大学柔性电子技术实验室主任冯雪分别致开幕

辞。魏志祥研究员对参会代表、承办方表示问候和感谢，认为本次论坛搭建了智能可

穿戴领域良好的交流平台，希望持续举办，发展成为领域品牌性活动。冯雪教授表示

智能可穿戴是典型的前沿交叉领域，涵盖多个学科领域，在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诸

多领域都呈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同时，冯雪教授介绍了论坛的主题及分论坛议题设

置，希望与会代表能深入交流、收获满满。 

论坛邀请到九位知名专家作论坛主旨报告：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

院士、东华大学教授朱美芳报告题目为《智能杂化纤维与可穿戴系统》，深圳大学副校

长、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院士、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张学记报

告题目为《Wearable Intelligent Sensors and Electronics（WISE)—Problem、Progress and 

Perspective》，欧洲科学院院士、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美国医学与生物工程院院士

李长明报告题目为《智能柔性传感与可穿戴技术的进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陈

晓东报告题目为《Sensing-of-Everything (SoX)》，清华大学冯雪教授报告题目为《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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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穿戴与植介入医疗电子技术》，香港理工大学教授陶肖明报告题目为《近身智能可穿

戴系统的机遇和挑战-科学问题、关键技术、应用需求》，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

程研究所研究员李润伟报告题目为《柔性磁电功能材料与传感器件》，电子科技大学教

授林媛报告题目为《柔性应变传感器的性能调控》，国家纳米科学中心魏志祥研究员报

告题目为《有机光伏体系的材料设计与大面积柔性器件》。 

圆桌论坛围绕智能可穿戴技术的发展趋势、机遇与挑战，智能可穿戴技术与柔性

电子技术，智能可穿戴技术的应用与产业化分析等展开讨论，领域五位知名院士专家

充分交流、深入对话，现场交流气氛热烈。 

论坛设面向智能可穿戴的材料，面向智能可穿戴的微纳传感器，可穿戴计算及大

数据应用，智能可穿戴技术与健康医疗，面向智能可穿戴的智能织物，人机交互、脑

机接口与可植入电子器件，面向智能可穿戴的柔性电子及系统集成，可穿戴机器人关

键技术及应用，产业转化与落地-柔性可穿戴新技术实物展示与讲解，面向可穿戴显示

的柔性与微纳光电器件等九个专题分论坛，250 余位领域专家做报告交流。同期，论坛

举办了新成品、新成果展览会，领域相关企业及相关成果进行展览交流。 

论坛的成功举办为将推动智能可穿戴技术及相关领域的深入交流、深度合作，搭

建两岸三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平台。2023 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年科学家智能可穿戴

技术创新论坛将在深圳市举办，欢迎领域相关专家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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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预告：微纳米技术与医疗健康创新大会（2022）暨中国微米纳米

技术学会第六届微米纳米技术应用创新大会 

 

尊敬的参会代表、合作伙伴： 

 

鉴于近期国内疫情呈现点多、面广、频发的现状，经大会组委会慎重考虑，原定于

2022年11月26日-11月28日（25日报到）在上海举办的“微纳米技术与医疗健康创新大

会”延期举行，举办时间为2023年4月22日-4月24日（21日报到），会议地点不变！ 

详情请登录会议官网：http://wnyl2022.csmnt.org.cn/ 

提前预定酒店的费用会统一原路退回，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感谢

您的理解与一如既往的支持！ 

如因会议延期导致您无法参会，可与会务组联系。 

 

特此通知！ 

 

会务组联系方式（手机/微信）： 

姜老师（手机/微信）13718804218 

刘老师（手机/微信）15611666198 

郑老师（手机/微信）18613365368 

徐老师（手机/微信）13810604169 

于老师（手机/微信）13811583898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2022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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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预告：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柔性电子技术与应用 

创新论坛（2023） 
 

尊敬的参会代表、合作伙伴： 

 

柔性电子技术所涉及的学科“博大精深”，其中包涵力学、信息科学、材料学、化

学等诸多学科，并在RFID、柔性显示、有机电致发光（OLED）显示与照明、化学与

生物传感器、柔性光伏、柔性逻辑与存储、柔性电池、可穿戴设备等多种应用。随着

技术快速的发展，涉及到的领域也将进一步扩展，目前已经成为交叉学科中的研究热

点之一。 

为了加快国内柔性电子技术科研及应用领域的交流和发展，推进产业转化进程，中

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将于2023年5月20-22日在苏州举办中国微米纳米技术柔性电子技术

与应用创新论坛（2023），围绕：柔性光电器件与柔性显示、柔性能源电子材料与器

件、柔性可穿戴智能材料与传感器、柔性类脑与神经拟态器件、柔性二维材料与器

件、本征柔性与结构柔性电子材料、纤维与纺织电子学、生物电子学与面向健康医疗

的柔性电子技术、柔性印刷电子技术与柔性电子集成制造技术、电子皮肤与面向智能

机器人的柔性电子技术、人机交互——脑机接口与元宇宙、可植入柔性电子等十二个

话题展开讨论。详情如下： 

一、会议名称：柔性电子技术与应用创新论坛 

二、会议时间：2023年5月20-22日 （19日报到） 

三、会议地点：苏州 

四、会议主题：硬核科技 柔创未来 

五、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承办单位：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 

大会主席：段文晖、黄维                 大会副主席：柳强、王晓浩 

执行主席：张珽、王学文、唐飞 

六、大会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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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注册报名 

详见大会官网：http://fe2023.csmnt.org.cn，参会人员注册费用请见下表。备注：

（食宿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4月20日前注册缴费 4月20日后注册缴费 现场注册缴费 

学生：1800元 □ 学生：2000元 □ 学生：2200元 □ 

会员：2000元 □ 会员：2200元 □ 会员：2500元 □ 

非会员：2200元 □ 非会员：2500元 □ 非会员：2700元 □ 

八、会议出版物 （中英文均可）： 

1. 纸质版摘要集：摘要集将在会议报到时一并发放，包含所有被会议录用的报告

摘要，供大会交流。摘要投稿截止日期为2023年5月6日。 

2. 会议海报：为了提高交流效果，鼓励大家进行海报交流，自行制作海报电子

版，并发送海报电子版到指定邮箱报名，由组委会统一印刷制作并粘贴。海报交稿截

止日期5月6日。 

九、注意事项： 

1. 请于5月19日前去大会官网http://fe2023.csmnt.org.cn进行注册。 

2. 会务组将根据报名信息发放报到通知，告知会议地点、食宿及日程安排等具体

事宜。 

3. 欢迎推荐和自荐分论坛报告，请提前与会务组接洽。 

十、联系方式： 

姜老师（手机/微信）13718804218     刘老师（手机/微信）15611666198  

曹老师（手机/微信）18515197830     李老师（手机/微信）13164269271 

刘老师（手机/微信）1391006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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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202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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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预告：“微纳科技与先进材料创新大会（2021+3） 

 

尊敬的参会代表、合作伙伴： 

 

鉴于近期国内疫情呈现点多、面广、频发的特点，经大会组委会慎重研判决定，原

定于2022年12月10日-12月12日（9日报到）在重庆举办的“微纳科技与先进材料创新大

会（2021+2）”再次延期至2023年6月10日-12日召开（9日报到），会议地址不变。 

详情请登录会议官网http://csmnt-mat2021.csmnt.org.cn查阅。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

我们深表歉意，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特此通知！ 

如因会议延期导致您无法参会，请与会务组联系。 

 

会务组联系方式（手机/微信）： 

姜老师：13718804218；刘老师：15611666198； 

郑老师：18613365368；徐老师：13810604169； 

于老师：13811583898；邮  箱：csmnt-cxyy@csmnt.org.cn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2022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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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共享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第二十四届学术会议 

大会报告摘要和报告人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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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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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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我国建设新一代国家测量体系的后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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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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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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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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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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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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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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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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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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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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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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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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ieve that going into this 

direction will provide much more advances for ultrafast magnetism not only for ferrimagnets 

but for antiferromagnets as well [7].。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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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O. Ignatyeva, A.A. Voronov, D. Karki, M.A. Kozhaev, D.M. Krichevsky, A.I. Chernov, 

M. Levy, V.I. Belotelov, Nature Communications 11, 5487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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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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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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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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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报告 8：从 RFM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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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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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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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天地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微纳研究与制造中心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微纳研究与制造中心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开展和推进纳米科技

及其交叉学科研究的主要创新平台，秉承“集中投入、统一管理、开放共用、资源共

享”宗旨建设的第六个大型公共实验中心，是我校建设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的重要举

措。 

中心的建设旨在促进基于纳米科学及纳米工程的信息、能源、电子、材料、医

疗、环境等领域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发展；通过持续建设，逐步建立起条件一流、功能

完善、管理规范、先进高效的优质资源公用系统和共享平台，建设适应于当前及未来

纳米科学及纳米工程领域研究发展所需要的基础支撑体系，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的、面向国内外开放的高水平微纳米科学研究和制造的公共技术平台。 

中心的建设目标是建设成为微纳米相关研究的先进制造利器、学科交叉纽带、科

技创新平台和人才培养基地。 

微纳研究与制造中心目前已建成高等级洁净

室 1200 平方（其中百级洁净室 500 平方，千级洁

净室 500 平方，10 万级表征测试洁净室 200 平

方），洁净室各项主要硬件环境指标达世界一流，

国内领先的标准，有力保障了高质量的微纳加工

能力。洁净室全天候（7 天×24 小时）面向校内外

用户开放。 

中心现有仪器设备 100 台套，总价值约 1 亿元人民币。目前正在运行一条相对完整

的微纳米加工工艺线，涵盖了图形发生、薄膜制备、材料刻蚀、键合封装、表征测试

等常见的工艺段，可以进行常见微纳米结构和器件的加工，极限线宽达到 10nm，整体

设备工艺能力达到国内外先进微纳加工的水平。 

中心目前有正式注册用户超过 1800 人，服务课题组 284 个，主要分布于物理、化

学、材料、工程、核科学、信息、生命及地球空间科学等 16 个重点学科,支撑的科研项

目总数超过 400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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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F 摩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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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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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

 

μ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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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博康信息化学品有限公司 

 

徐州博康信息化学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3 月，总部位于上海松江漕河泾开发

区科技绿洲，是集研发、生产、经营集成电路光刻胶单体、光刻胶树脂和中高端光刻

胶为主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也是中国目前唯一可以规模化生产中高端光刻胶单体材

料的企业。 

公司专注于光刻胶全产业链的

自主研发及生产，打造了从光刻胶

单体、专用树脂、光酸及光刻胶中

端产品的全产品链。公司拥有独立

的研发中心、专业的研发团队、经

验丰富的中试放大及生产团队、配

备适用于国内最先进的光刻实验检

测设备、完备的中试设备和高标准

自动化的生产车间。公司具有自主

完整的产业链，已实现从单体材料、专用树脂、光酸以及最终光刻胶产品的全品类国

产化，自原材料到光刻胶合成的技术研发、生产效率高、产品定制灵活性强。公司的

产品主要有 193nm/248nm 光刻胶单体、193nm/248nm 光刻胶、G 线/I 线光刻胶、电子

束光刻胶等在内的先进的集成电路光刻材料，具有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市场

竞争力强、国产替代前景广阔等特点。徐州博康专注于高端光刻材料的国产化，坚持

自主可控的供应链体系及技术开发方向，愿为国内半导体制造企业提供安全、可靠的

产品及服务。 

官网链接：http://www.bcmaterial.com/ 

公众号:    

 

 

 

 

 

 

http://www.bcmateri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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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招募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会员招募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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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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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入会流程 

1. 进入学会官网 http://www.csmnt.org.cn/ 通过“会员服务-我要入会”登陆会员管

理系统。 

2. 点击 http://csmnt.scimall.org.cn/member/login.php 直接登陆会员管理系统。 

二、会员类型及会费标准 

（一）个人会员 

1. 高级会员：理事、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或者在微米纳米

及相关领域从业三年以上，并且有显著成就的科技人员。 

2. 普通会员：在职、已获得讲师、助理研究员等以上职称、或者具有相当于上述

水平的微米纳米领域的科技人员、以及从事本学科范围内工作并热心倡导学会工作的

有关管理工作者。 

3. 学生会员：微米纳米相关专业的大学本科生、研究生等。 

（二）单位会员 

1. 团体会员单位为微米纳米领域及相关领域具有一定实力和代表性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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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事单位为团体会员单位的高级类别，应为微米纳米及相关领域在学界或业界

具有较强实力和代表性的单位。 

（三）会费标准 

个人会员：（1）高级会员：200 元/人/年 （2）普通会员：100 元/人/年 （3）学生

会员免费 

单位会员：（1）团体会员单位每年 5000 元 （2）理事单位会员每年 10000 元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老师 

电  话：010-62796707  18811456626（微信同号） 

E-mail:  membership@csmnt.org.cn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清华大学精仪系 450 室 

 

扫描下方二维码，申请加入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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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取 2023 年会费的通知 
 

尊敬的会员： 

 

现在开始办理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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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年的会费，最多可一次缴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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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会员免费 

2.单位会员会费标准 

（1）团体会员单位每年 5000 元；（2）理事单位会员每年 10000 元 

 

交款方式 

1. 通过银行汇款 

账  户   名   称：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纳税人识别号：511000005000199392 

开      户      行：中国建设银行北京清华园支行 

账                号：11001079900053008597 

2. 微信或支付宝扫码支付 

        

汇款时，请务必备注“姓名+单位+会费”，会费发票为财政部印制的《全国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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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开具电子发票。去年已缴纳过会费的会员，如果还未收到会员证，请与我们联系，

我们将尽快为您补办。 

如对会员状态、缴费情况有问题，欢迎随时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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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馨提示：缴纳会费一定要索要学会开具的发票！ 

 

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 

二〇二三年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