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会议日程（暂定）

全体会议

11 月 5 日

开幕式

08:30-9:00 嘉宾致辞

主旨报告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单位

09:00-09:35 智能杂化纤维与可穿戴系统 朱美芳院士 东华大学

09:35-10:10
Wearable Intelligent Sensors and Electronics（WISE)—Problem, Progress

and Perspective
张学记院士 深圳大学

10:10-10:45 智能柔性传感与可穿戴技术的进展 李长明院士 苏州科技大学

10:45-11:00 茶歇

11:00-11:30 Sensing-of-Everything (SoX) 陈晓东院士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11:30-12:00 待定 冯雪 清华大学

12:00-14:00 午餐及休息

14:00-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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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肖明 香港理工大学

14:30-15:00 柔性仿生电子皮肤 沈国震 北京理工大学

15:00-15:30 人体运动机能学与穿戴式机器人 熊蔡华 华中科技大学

15:30-16:00 有机光伏体系的材料设计与大面积柔性器件 魏志祥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16:00-16:15 茶歇

圆桌论坛

时间 对话话题 嘉宾 单位

16:15-18:00

 智能可穿戴技术的发展趋势、机遇与挑战： 前沿技术发展态势，

国内外产业发展现状，中国发展智能可穿戴技术的优势与挑战等；

 智能可穿戴技术与柔性电子技术：柔性电子技术在智能可穿戴中

的作用与挑战，柔性智能可穿戴织物技术的机遇与挑战等；

 智能可穿戴技术的应用与产业化分析：从高校研究所前沿技术转

化的瓶颈问题分析及解决方案，智能可穿戴在医疗健康领域应用

如何有效发挥作用，智能可穿戴技术产业化前景等。

 自由话题

18:00 晚餐



附件二：分论坛发言一览表

分论坛一：面向智能可穿戴的材料

主席：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 李润伟、南开大学 徐文涛

【Part 1】11月 6日上午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单位

08:30-08:50
弹性导电材料与弹性传感器 尚杰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

究所

08:50-09:10 适用于智能可穿戴的功能氧化物材料 刘明 西安交通大学

09:10-09:30 剪切增稠型可穿戴复合材料的性能研究 宣守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09:30-09:50 离子皮肤 武培怡 东华大学

09:50-10:10 高动态稳定感知材料与器件 杨辉 天津大学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可印刷柔性电子材料及集成器件研究 刘旭影 郑州大学

10:45-11:05 自修复弹性体及其在柔性电子中的应用 贾叙东 南京大学

11:05-11:25 高性能离子型柔性智能材料的设计及其可穿戴研究 胡颖 合肥工业大学

11:25-11:45 可穿戴石墨烯纤维材料 高超 浙江大学

11:45-12:05 掺杂 ZnS/CaZnOS基半导体材料的力致发光特性研究 彭登峰 深圳大学

12:05-12:25 有机共晶材料的制备及光电性能 张小涛 天津大学

12:25-12:45 柔性显示材料高阻水性测试方案 何志勇 阿美特克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12:05-13:30 午餐及休息

【Part 2】11月 6日下午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单位

13:30-13:50 电子皮肤的材料-结构-界面-性能设计 郭传飞 南方科技大学

13:50-14:10 基于神经形态器件的人造传入与传出神经 徐文涛 南开大学

14:10-14:30 纸电极材料的开发与应用 吴海伟 陕西科技大学

14:30-14:50
柔性可穿戴应力/应变传感材料、器件及应用 刘宜伟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

究所

14:50-15:10 光异构储能材料及其可视化 王潮霞 江南大学

15:10-15:30
气凝胶纤维：设计、制备及功能化 张学同 中科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

究所

15:30-15:45 茶歇

15:45-16:05 高密度弹性电路的单片光学微光刻技术 郑雨晴 北京大学

16:05:16:25 分子传感纤维材料 成艳华 东华大学

16:25-16:45 湿法连续MXene/聚氨酯导电皮芯长丝制备与性能研究 巴龙 东南大学

16:45-17:05 基于分子轮滑的柔性电极及其界面 张秋红 南京大学



17:05-17:25 水凝胶智能材料的粘接研究 刘子顺 西安交通大学

17:25-17:45 基于原位相分离制备高强韧可拉伸离子液体凝胶 胡建 西安交通大学

17:45-18:05 智能多功能MXene水凝胶 张一洲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8:05-18:25 基于新型带电界面的柔性和可穿戴器件 范凤茹 厦门大学

18:25-18:45 柔性可拉伸 PEDOT:PSS的性能调控及其在柔性生物电子方面的应用 张磊 浙江大学

18:45-19:05 基于两性离子材料的功能柔性传感器 郑司雨 浙江工业大学

18:00 晚餐

【Part 3】11月 7日上午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单位

08:30-08:50 柔性混合集成材料与工艺 李卓 复旦大学

08:50-09:10 柔性电子材料与器件的多材料 3D打印 葛锜 南方科技大学

09:10-09:30 多功能聚电解质凝胶的优化及其在传感器和柔性显示的应用 张超红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09:30-09:50 可印刷透明导电聚合物薄膜 黄劲松 牛津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

09:50-10:10 仿生纳米复合材料及柔性生物电子应用 徐立之 香港大学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柔性碳纳米复合材料传感器的设计制造与应用 郑庆彬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10:45-11:05 可生物降解柔性生物电子材料 赵婕 复旦大学

11:05-11:25 二维类皮肤材料的设计、制备及其在生物电信号传感领域的应用 刘楠 北京师范大学

11:25-11:45 多材料打印柔性电子器件 郭双壮 中山大学

11:45-12:05 铝基跨尺度 3D压印技术及其传感器件应用 文燎勇 西湖大学

12:05-12:25
柔性机电能量转换材料与器件 蒲雄 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

究所

12:12-12:45 柔性可拉伸有机半导体材料的制备及其应用 管英士 东南大学

12:05-13:30 午餐及休息

【Part 4】11月 7日下午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单位

13:30-13:50 高性能人工肌肉的合成加工以及在可穿戴设备中的应用 石烨 浙江大学

13:50-14:10 柔性电位式传感器件的设计、构建与应用 吴晓东 四川大学

14:10-14:30 新型柔性储能器件 赵阳 西北工业大学

14:30-14:50 纤维状水系储能材料 姚亚刚 南京大学

14:50-15:10
仿生肌肉纤维驱动与感知 邸江涛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

生研究所

15:10-15:30 基于柔性复合材料的多功能驱动器 陈鲁倬 福建师范大学

15:30-15:45 茶歇

15:45-16:05 三维复合柔性材料构筑及传感器应用 叶美丹 厦门大学

16:05:16:25 纤维素基 FOLED基材复合材料的研究 宋雪萍 广西大学



16:25-16:45 二维材料贵金属硫族化合物可控生长及电子光电应用 逄金波 济南大学

16:45-17:05 超分子可拉伸光电材料及人机交互器件 王以轩 天津大学

17:05-17:25 高分子基柔性应变、压力、温度多功能传感材料 朱雨田 杭州师范大学

17:25-17:45 肽自组装超结构与软器件 陶凯 浙江大学

17:45-18:05 基于二维半导体材料的柔性视网膜器件 李娜 中国科学院物理所

18:05-18:25 三维层状碳气凝胶在可穿戴技术领域的应用研究 刘健 厦门大学

18:25-18:45 基于纳米碳材料的新型可穿戴自充电超级电容器 罗志灵 福建师范大学

18:45-19:05 共轭高分子的掺杂及其在柔性器件中的应用 雷霆 北京大学

离会

分论坛二：面向智能可穿戴的微纳传感器

主席：吉林大学 卢革宇、中科院苏州纳米所 张珽

【Part 1】11月 6日上午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单位

08:30-08:50 面向飞行参数感知的柔性流场传感技术 蒋永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08:50-09:10 可穿戴敏感材料设计与器件性能优化 王冉冉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09:10-09:30 富集/传感集成化气敏传感器及应用 徐琳 吉林大学

09:30-09:50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f Magnetism-coupled Wearable Devices 周冰朴 澳门大学

09:50-10:10 基于微机电微生物燃料电池的水体甲醛传感器 任豪 上海科技大学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柔性气体传感器及其阵列的研究 孙鹏 吉林大学

10:45-11:05 面向智能可穿戴的薄膜晶体管有源传感集成 郭小军 上海交通大学

11:05-11:25 柔性多维力传感器及牙齿正畸应用 吴化平 浙江工业大学

11:25-11:45 多功能纳米复合材料与触觉传感器件 梁嘉杰 南开大学

11:45-12:05 面向批量柔性直接制造的碳基柔性传感器 张希 深圳大学

12:05-12:25 激光诱导石墨烯基柔性传感器件与健康监测应用 杨丽 河北工业大学

12:25-12:45 基于嗅觉可视化技术的柔性可穿戴气体传感器研究 王一娴 浙江大学

12:05-13:30 午餐及休息

【Part 2】11月 6日下午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单位

13:30-13:50 柔性传感器阵列 3D 打印制备及应用 桑胜波 太原理工大学

13:50-14:10 面向人体健康监测的可穿戴微纳传感系统 高立波 厦门大学

14:10-14:30 微纳 3D打印在智能可穿戴领域的应用 刘子强 北京云尚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14:30-14:50 可穿戴能量收集和自驱动传感器 陶凯 西北工业大学

14:50-15:10 高灵敏度柔性传感器的构建与应用 杜玉章 西北工业大学



15:10-15:30 基于层次化结构设计的柔性可穿戴传感器 邓维礼 西南交通大学

15:30-15:45 茶歇

15:45-16:05 柔性摩擦电传感器 文震 苏州大学

16:05-16:25 面向人体动作识别与控制的高可靠性柔性传感器 陈达 山东科技大学

16:25-16:45 基于三维多孔结构的柔性可拉伸传感器 黄伟 电子科技大学

16:45-17:05 基于柔性传感器的智能感知交互识别系统研究 王凤霞 苏州大学

17:05-17:25 基于氧化物薄膜晶体管的柔性有源驱动传感器阵列 朱博文 西湖大学

17:25-17:45 基于有机电化学晶体管的生化传感器 冀健龙 太原理工大学

17:45-18:05 面向健康监测的柔性微纳器件与集成系统 林苑菁 南方科技大学

18:05-18:25 生物质基柔性传感材料与器件 刘汉斌 陕西科技大学

18:25-18:45 基于柔性压力传感器的高保真脉搏采集与应用 宋忠乾 广州大学

18:45-19:05 人体呼出气体检测传感器及其应用 赵红然 吉林大学

18:00 晚餐

【Part 3】11月 7日上午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单位

08:30-08:50 基于摩擦发电的柔性自供能传感器 程广贵 江苏大学

08:50-09:10 面向自唤醒微系统的力学自传感超级电容器 戴可人 南京理工大学

09:10-09:30 基于压电/摩擦电效应的可穿戴智能传感单元 彭文博 西安交通大学

09:30-09:50 柔性触摸定位传感器构建与应用研究 廖新勤 厦门大学

09:50-10:10 基于微结构优化设计的柔性传感微系统及其应用研究 李晖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纳米发电机与穿戴式传感 唐伟
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

究所

10:45-11:05 柔性压力传感器印刷构建与性能研究 莫黎昕 北京印刷学院

11:05:-11:25 分子印迹塑料抗体的制备与新型可穿戴传感器 黄艳萍 天津医科大学

11:25:-11:45
基于不对称三明治结构的多孔聚氨酯基三维触觉传感器的可控制备及其层

间协同机制研究
刘子瑾 五邑大学

11:45:-12:05 高灵敏度碳基应变传感器研究 李琪 华东理工大学

12:05-12:25 基于惯性传感器的可穿戴人体姿态可视化跟踪系统 白茹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12:25-12:45 柔性电化学传感器的设计、构建与汗液监测应用 赵江琦 四川大学

12:45-13:30 午餐及休息

【Part 4】11月 7日下午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单位

13:30-13:50
Flexible Metal Nano-mesh Strain Sensor with Characteristics of Spontaneous

Functional Recovery after Fracture Damage
卫荣汉 郑州大学

13:50-14:10 基于纳米纤维网的透明高机械强度传感器件 江诚鸣 大连理工大学



14:10-14:30 基于热敏薄膜材料的MEMS智能温度传感器芯片研究及应用 孔雯雯 中国科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

14:30-14:50 面向柔性微纳制造的光控力学自组装技术 胡开明 上海交通大学

14:50-15:10 基于微纳打印技术的可穿戴射频生化传感器研究 薛茜男 天津大学

15:10-15:30 柔性硅基压力传感器与应用 陈颖 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

15:30-15:45 茶歇

15:45-16:05 基于 Ti2C3Tx传感材料的柔性气体和压力传感器 刘方猛 吉林大学

16:05-16:25 激光诱导仿生结构石墨烯柔性传感器 谢颖熙 华南理工大学

16:25-16:45 用于脉搏监测智能可穿戴压力传感器 关炎芳 河南工业大学

16:45-17:05 无铅压电纳米线的结构-性能调控与微纳传感器件研究 王钊 湖北大学

17:05-17:25 可穿戴光电器件与运动健康监测 廖英杰 上海大学

17:25-17:45 用于应变、压力、温度、湿度探测的碳基柔性多功能传感器的相关研究 李成伟 大连理工大学

17:45-18:05 有机电化学晶体管在生物传感领域的应用 梁媛瑛 华南理工大学

18:05-18:25 嵌入式结构的柔性应变传感器制造及应用 聂帮帮 郑州大学

18:25-18:45 一种用于 microRNA检测的微纳传感器 王力 齐鲁工业大学

18:05-19:05 MXene基智能压阻传感器的研究 马亚楠 武汉理工大学

分论坛三：可穿戴计算及大数据应用

主席：东华大学 李锋 、复旦大学 陈炜

【Part 1】11月 6日上午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单位

08:30-08:50 体感网中的智能计算 李锋 东华大学

08:50-09:10 柔性传感系统与健康信息处理 陈炜 复旦大学

09:10-09:30 医疗级可穿戴心电计算平台技术 潘赟 浙江大学

09:30-09:50 Melanlysis: A mobile deep learning approach for early detection of skin cancer 张羽 西北工业大学宁波研究院

09:50-10:10 基于智能可穿戴技术的健康评估 肖文栋 北京科技大学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移动智能新生儿疼痛评估与诊断 朱怀宇 浙江大学

10:45-11:05 穿戴式动态血压与房颤同步监测系统设计与实现 饶妮妮 电子科技大学

11:05-11:25 用于边缘计算的可容错的忆阻神经网络 李灿 香港大学

11:25-11:45 可拉伸柔性混合电子标签纱的结构设计及构性关系 胡吉永 东华大学

11:45-12:05 Wrist-Worn Hand Gesture Recognition

Peter

Bradley

Shull

上海交通大学

12:05-13:30 午餐及休息

【Part 1】11月 6日下午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单位



13:30-13:50 基于忆阻器的柔性智能感知系统 王明 复旦大学

13:50-14:10 可穿戴、大数据技术在疾病筛查及风险分析中的应用 邵泽国 上海健康医院

14:10-14:30 声学超材料压电传感与语音交互 谭婷 上海交通大学

14:30-14:50 基于 AR/VR的穿戴式多模态微纳仿生助盲视觉系统的研究 顾磊磊 上海交通大学

14:50-15:10 柔性可穿戴设备在微表情分析中的一些思考 王甦菁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分论坛四： 智能可穿戴技术与健康医疗

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潘挺睿、浙江大学 刘清君

【Part 1】11月 6日上午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单位

08:30-08:50
Aquatic Skin: Environmentally Incorporated Wearables Enabled by

Inverse Iontronic Sensing
潘挺睿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08:50-09:10 智能可穿戴微纳生化传感与检测 刘清君 浙江大学

09:10-09:30 可穿戴设备和嗅觉传感器研究探索 徐迎庆 清华大学

09:30-09:50 可穿戴泛在感知与智慧医疗 李烨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09:50-10:10 可穿戴汗液传感器及其应用 许太林 深圳大学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面向健康的可穿戴柔性电子器件 于海东 西北工业大学

10:45-11:05 穿戴式生命体征监测关键技术 刘澄玉 东南大学

11:05-11:25 柔性传感器对人体不同健康信号的区分检测 衣芳 中山大学

11:25-11:45 帕金森病的可穿戴鞋垫智能诊断方法 曹军义 西安交通大学

11:45-12:05 穿戴射频传感器及在生物医学工程上的应用 聂泽东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12:05-12:25 柔性可穿戴无创葡萄糖检测 张晟 浙江大学

12:25-12:45 与皮肤接触的可穿戴体液电子器件 周明 东北师范大学

12:05-13:30 午餐及休息

【Part 2】11月 6日下午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单位

13:30-13:50 面向智能可穿戴电子的微型储能器件及其微能源集成系统 吴忠帅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13:50-14:10 基于生物物理定律和数据驱动的可穿戴无袖带血压估计建模 郑亚莉 深圳技术大学

14:10-14:30 基于柔性可穿戴生理监测技术的智慧病区应用 陈毅豪 清华大学

14:30-14:50 基于人工智能的穿戴式医疗设备研究 张光磊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4:50-15:10 可穿戴柔性热电自供能技术研究与应用 史尧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5:10-15:30 基于电荷感知的生物电可穿戴技术研究 张丽敏 南京大学

15:30-15:45 茶歇

15:45-16:05 大健康生物传感关键技术 马耀宏 山东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

16:05-16:25 可穿戴生物分子传感器的开发 王毅 温州医科大学

16:25-16:45 可穿戴技术在运动健康领域的应用研究 王辉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16:45-17:05 导电共轭金属有机框架在体外诊断领域的应用 刘婧娟 天津理工大学

17:05-17:25 基于多感知可穿戴手环在抑郁症评估的应用技术研究 高斌 电子科技大学

17:25-17:45 液态金属基柔性可穿戴设备在医疗健康领域的应用 原禧敏 哈尔滨工业大学

17:45-18:05 可穿戴微针阵列诊疗器件智造。 蒋乐伦 中山大学

18:05-18:25 呼气式疾病早筛产业化关键技术 金涵 上海交通大学

18:25-18:45 柔性电子技术在健康医疗领域的发展 张霞昌 江苏恩福赛柔性电子有限公司

18:45-19:05 三维红外光子晶体制热技术 王云明 华中科技大学

18:05-19:30 晚餐

【Part 3】11月 7日上午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单位

08:30-08:50 石墨烯与脑电波的联络 林时胜 浙江大学

08:50-09:10 柔性可穿戴医疗传感器：由表及里健康监测 李支康 西安交通大学

09:10-09:30 超低功耗可穿戴健康智能指环及应用 王国兴 上海交通大学

09:30-09:50 驻极体传感器件及穿戴式健康应用 方鹏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09:50-10:10
丝素蛋白基 SERS光/电多功能穿戴式传感器构筑及其在生物医疗领域应用

研究
梁秀 齐鲁工业大学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足型矫正及足底生理信号监测 王旭鹏 西安理工大学

10:45-11:05 电容性足底压分布测量及其应用 戴厚德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11:05-11:25 重症 ICU脑保护及个性化治疗 刘秀云 天津大学

11:25-11:45 基于硼亲和材料的微流控芯片制备 刘照胜 天津医科大学

11:45-12:05 生物电催化驱动的传感和药物透皮系统 朱之光 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所

12:05-12:25 超低功耗可穿戴健康智能指环及应用 王国兴 上海交通大学

12:25-12:45 端智能生理感知与健康监测技术 王运涛 清华大学

12:05-13:30 午餐及休息

【Part 4】11月 7日下午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单位

13:30-13:50 辅助诊断哮喘病的高性能 H2S 气体传感器的研究 景强 山东理工大学

13:50-14:10 胶原基质柔性电子传感材料及医学应用 刘新华 陕西科技大学

14:10-14:30 离子水凝胶传感器 隋坤艳 青岛大学



14:30-14:50 基于 PPG 的健康检测技术研究及应用 周聪聪 浙江大学

14:50-15:10 可穿戴式电刺激器抑制帕金森震颤的研究 宋成利 上海理工大学

15:10-15:30 基于运动生物力学的智能可穿戴设备-从传感到助力 胡新尧 深圳大学

15:30-15:45 茶歇

15:45-16:05 新型柔性传感及可穿戴智能腿足运动监测系统 刘媛媛 上海大学

16:05-16:25 基于可穿戴情感计算的乳腺癌并发抑郁障碍辅助诊断 仇森 大连理工大学

16:25-16:45 可穿戴光学心电信号传感器的研究 贾大功 天津大学

16:45-17:05 柔性界面上的生物感知 王婷 南京邮电大学

17:05-17:25 高精度柔性三维应变传感器及应用 鹿业波 嘉兴学院

17:25-17:45 高灵敏光纤 LSPR细胞传感器的研究 罗泽伟 四川大学

17:45-18:05 基于碳纳米管纤维柔性织物电极在心电服中的应用 赵芳菲 北京服装学院

18:05-18:25 基于双稳态可编程折纸传感器研究及生物信息识别应用 颜志淼 上海交通大学

18:25-18:45 可穿戴柔性压力传感器及其在人体健康监测中的应用研究 林修竹 吉林大学

18:45-19:05 基于导电聚合物的可穿戴生物电子技术 张世明 香港大学

离会

分论坛五：面向智能可穿戴的智能织物

主席：清华大学 张莹莹、苏州大学 张克勤

【Part 1】11月 6日上午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单位

08:30-08:50 面向生命健康监测的柔性穿戴材料与器件 张莹莹 清华大学

08:50-09:10 刺激响应变色纤维材料 张克勤 苏州大学

09:10-09:30 自驱动可穿戴能源织物 翟俊宜
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

究所

09:30-09:50 功能化蚕丝材料及柔性电子器件 林乃波 厦门大学

09:50-10:10 基于多孔石墨烯纤维的柔性超级电容器 麻伍军 南通大学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智能织物传感器在人体生命体征监测应用研究 李淮江 淮北师范大学

10:45-11:05 基于服装人体工效学的智能可穿戴纺织品的创新设计与制备 樊威 西安工程大学

11:05-11:25 多维柔性传感器件喷印智能控制技术研究 郑高峰 厦门大学

11:25-11:45 纤维状电子材料与功能器件 张其冲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

生研究所

11:45-12:05 纤维基电子皮肤制备及应用性能研究 李召岭 东华大学

12:05-13:30 午餐及休息



【Part 2】11月 6日下午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单位

13:30-13:50 生物电信号采集织物电极的最新进展 肖学良 江南大学

13:50-14:10 纤维基智能可穿戴传感系统的设计与产业应用 钟卫兵 武汉纺织大学

14:10-14:30 离子型纺织基触觉传感器及人机交互 田明伟 青岛大学

14:30-14:50 可伸缩电子纱线的结构设计与力学传感特性 李震 浙江理工大学

14:50-15:10 传统纺织工艺与智能纺织结构 方剑 苏州大学

15:10-15:30 平面柔性化储能器件的制备应用 胡毅 浙江理工大学

15:30-15:45 茶歇

15:45-16:05 高性能织物电路的制备及其三维可穿戴系统的构建 袁伟
中科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

究所

16:05-16:25 自主式供电与自驱动传感智能纤维材料 董凯
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

究所

16:25-16:45 仿松球效应智能服装研制 唐虹 南通大学

16:45-17:05 液晶织物构筑及其在人体健康监测中的应用 关玉 江南大学

17:05-17:25 AIEgens基纤维及其智能可穿戴织物应用 李昊轩 江南大学

17:25-17:45 纺织多尺度结构设计及物理智能纺织品 孙丰鑫 江南大学

17:45-18:05 植物基纳米纤维柔性能源器件开发与功能构筑 陈文帅 东北林业大学

18:05-18:25 基于纤维材料的柔性可穿戴电子器件 黄琪瑶 香港理工大学

18:25-18:45 石墨烯复合储能纤维的制备及其应用 周一帆 北京服装学院

18:25-19:30 晚餐

【Part 2】11月 7日上午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单位

08:30-08:50 碳纤维基柔性触觉传感器及其应用研究 陈智明 五邑大学

08:50-09:10 二维材料基智能可穿戴纺织品 郭荣辉 四川大学

09:10-09:30
Exploring the flexible, high sensitivity electrochemical biosensor for hydrogen

peroxide via a silk filament in-situ deposited with prussian blue
杜姗 中原工学院

09:30-09:50 多参数响应柔性微纳传感器件及其应用 何崟 天津工业大学

09:50-10:10 耐高温超大量程薄膜压力传感器 陈明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多功能柔性可穿戴智能纤维织物 马明国 北京林业大学

10:45-11:05 金属化导电织物在柔性应变传感器中的应用 许杰 武汉纺织大学

11:05-11:25 基于精密流体操纵的人机界面用半导体纤维 王刚 东华大学

11:25-11:45 Smart textile: from fiber to fabric 陈超余 江南大学

11:45-12:05 基于超长银纳米线的透明导电薄膜及其应用 刘梅 上海大学

12:05-13:30 午餐及休息



【Part 4】11月 7日下午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单位

13:30-13:50 可持续、可穿戴能源电子材料与器件 汪晓巧 苏州大学

13:50-14:10 具有高灵敏度和宽响应范围的织物基可穿戴传感器的制备及性能研究 郑燕君 郑州大学

14:10-14:20 基于固固相变材料的储能纺织品制备及应用 王杰 北京服装学院

14:20-14:40 液态金属纤维毡可拉伸电子 马志军 之江实验室

14:40-15:10 功能纳米材料设计合成及智能纺织应用 卓明鹏 苏州大学

15:10-15:30 金属离子诱导聚合物团聚体及传感性柔性可穿戴 唐建国 青岛大学

15:30-15:45 茶歇

15:45-16:05 基于三维编织的织物电极及其生物电采集应用 赵晶晶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16:05-16:30 智能电子与光电子纤维与织物 严威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16:30-16:50 柔性电子（材料及器件）多模态测试系统 杨海华 苏州昇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6:50-17:10

分论坛六：人机交互、脑机接口与可植入电子器件

主席：天津大学 明东、 北京纳米能源所 李舟

【Part 1】11月 6日上午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单位

08:30-08:50 无创脑机接口发展与挑战 明东 天津大学

08:50-09:10 自供能医疗器件和电刺激治疗 李舟
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

究所

09:10-09:30 康复机器人 侯增广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

09:30-09:50 传感功能一体化智能骨植入假体 臧浠凝 清华大学

09:50-10:10 脑机接口中的隐私保护 伍冬睿 华中科技大学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智能隐形眼镜 徐飞 南京大学

10:45-11:05 基于柔性材料的肌电在线手部动作识别系统构建 徐鹏 电子科技大学

11:05-11:25 信息论学习及在脑机接口 陈霸东 西安交通大学

11:25-11:45 自适应神经界面材料与器件 杜学敏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11:45-12:05 面向智能可穿戴机器人的下肢运动意图解码：从脑电信号角度 王海贤 东南大学

12:05-12:25 拟态感知与同模态人机交互 胡本慧 南京医科大学

12:25-12:45 可穿戴+物联网：交互驱动的人-机-物三元融合新范式 张腾翔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12:05-13:30 午餐及休息



【Part 2】11月 6日下午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单位

13:30-13:50 自驱动神经调控与神经信息处理 詹阳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13:50-14:10 非侵入式柔性脑电电极研究及其穿戴式情感脑机系统应用 舒琳 华南理工大学

14:10-14:30 植入式光电神经调控技术 盛兴 清华大学

14:30-14:50 基于穿戴式设备的脑机智能交互与脑状态识别 孙煜 浙江大学

14:50-15:10 面向柔性脑机接口应用的万级通道脑电放大微电极阵列研究 宋恩名 复旦大学

15:10-15:30 神经研究中的功能纳米材料 沈群东 南京大学

15:30-15:45 茶歇

15:45-16:05 面向可穿戴 BCI的耳内附壁螺旋形脑电监测器件设计与应用 马寅佶 清华大学

16:05:16:25 多模态植入式脑皮层电极 张韶岷 浙江大学

16:25-16:45 面向元宇宙交互的脑机接口技术 许敏鹏 天津大学

16:45-17:05 面向神经电生理信号监测的柔软神经电极 齐殿鹏 哈尔滨工业大学

17:05-17:25 基于眼动跟踪与脑机接口的智能人机交互 程时伟 浙江工业大学

17:25-17:45 自取能柔性传感器及其构建的人机交互系 李修函 北京交通大学

17:45-18:05 定量脑电分析方法及其神经科学应用 胡世昂 安徽大学

18:05-18:25 基于腕部可穿戴的智能人机交互技术 戴晨赟 复旦大学

18:25-18:45 可穿戴系统的智能诊断 高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8:45-19:05 基于大脑随机共振的 EEG脑机接口技术研究 谢俊 西安交通大学

18:00 晚餐

【Part 3】11月 7日上午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单位

08:30-08:50 BCI编码与 BCI范式及其应用 伏云发 昆明理工大学

08:50-09:10 基于运动认知交互的早期帕金森病智能诊疗研究 孟琳 天津大学

09:10-09:30 “脑智芯连，思行无界”-宽带植入式脑机接口系统的全链研发 李骁健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09:30-09:50 基于双网络水凝胶柔性半干脑电电极研究 李广利 湖南工业大学

09:50-10:10 基于黎曼几何的脑电信号解码方法研究 唐凤珍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脑机接口技术的研究和进展 黄丽亚 南京邮电大学

10:45-11:05 危险环境巡检机器人的警觉性建模专用脑机接口研制 汪梅 西安科技大学

11:05-11:25 闭环脑机接口芯片及系统 徐建 浙江大学

11:25-11:45 磁共振兼容植入式柔性神经探针 赖欣怡 浙江大学

11:45-12:05 植入式脑机接口芯片和器件研究 殷明 海南大学

12:05-12:25 脑机通信与脑联网关键技术及应用 胡宏林 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12:25-12:45 面向脑机接口困难者问题的刺激增强范式研究 姚林 浙江大学

12:25-13:30 午餐及休息



【Part 4】11月 7日下午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单位

13:30-13:50 无创运动想象脑机接口及其神经康复应用研究 杨帮华 上海大学

13:50-14:10 交互纤维电子器件 侯成义 东华大学

14:10-14:30 多模态脑机接口及智能康复 陈晓玲 燕山大学

14:30-14:50 高性能瞬态硅基MOSFET及其降解动力学模型 刘琛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4:50-15:10 基于触觉的人机交互研究 刘吉晓 河北工业大学

15:10-15:30 新型微针场效应晶体管生物传感器用于活体信号分子的实时监测 李玉桃 湖北中医药大学

15:30-15:45 茶歇

15:45-16:05 无创脑深部电刺激神经调控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刘天 西安交通大学

16:05:16:25 植入式光学脑机接口系统与应用 冯琳清 之江实验室

16:25-16:45 体内外能量采集与传输机理及应用 石波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6:45-17:05 面向心血管系统的微创植入式多模态柔性传感阵列 韩梦迪 北京大学

17:05-17:25 植入式电子胶囊无线能量传输天线技术 王蒙军 河北工业大学

17:25-17:45 可植入神经微电极的光电集成与降噪技术 王明浩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17:45-18:05 柔性离子调控氧化物神经形态晶体管及其仿生触觉应用 竺立强 宁波大学

18:05-18:25 激光直写软体生物电子 徐凯臣 浙江大学

18:25-18:45 视觉修复与视觉智能化应用 张嘉漪 复旦大学

18:45-19:05 重力脑科学与航空人因工程 吴奇 上海交通大学

18:05 离会

分论坛七：面向智能可穿戴的柔性电子及系统集成

主席：电子科技大学 林媛 、南京工业大学 霍峰蔚

【Part 1】11月 6日上午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单位

08:30-08:50 柔性应变传感器的性能调控 林媛 电子科技大学

08:50-09:10
柔性摩擦电器件与自驱动传感 张弛 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

究所

09:10-09:30 智能可穿戴泛在系统 邓方 北京理工大学

09:30-09:50 高分辨率打印技术在可穿戴柔性电子的应用 孙广军 帝国科技

09:50-10:10 智能认知电子皮肤 李阳 济南大学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柔性有机场效应晶体管器件及集成 汤庆鑫 东北师范大学

10:45-11:05 可拉伸柔性电子材料与人工智能皮肤光电子器件 赖文勇 南京邮电大学



11:05-11:25 全丝网印刷电子器件与应用 吴伟 武汉大学

11:25-11:45 可拉伸神经形态电子 张敏 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

11:45-12:05 碳基表皮电子系统 胡又凡 北京大学

12:05-12:25 柔性电子技术和分布式智能可穿戴设备 李胜夏 上海幂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2:25-12:45 水凝胶热电器件构筑及其自驱动可穿戴应用研究 张虎林 太原理工大学

12:05-13:30 午餐及休息

【Part 2】11月 6日下午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单位

13:30-13:50 基于离子凝胶可回收离子皮肤 严锋 苏州大学

13:50-14:10 基于溶液法薄膜晶体管的神经形态器件与集成技术研究 赵春 西交利物浦大学

14:10-14:30 透明柔性可穿戴电子系统用于肿瘤热疗 兰伟 兰州大学

14:30-14:50 高性能柔性电极制备及在柔性器件中的应用 王尚 哈尔滨工业大学

14:50-15:10 超柔性有机光电器件及可穿戴健康监测系统 徐晓敏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15:10-15:30 3D 打印软体传感器 朱建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15:30-15:45 茶歇

15:45-16:05 柔性神经形态器件及其智能感知应用 万青 南京大学

16:05:16:25 高鲁棒性快速响应触控屏 孙树清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16:25-16:45 基于液态金属网络电磁力驱动的形状可编辑柔性表面 王禾翎 清华大学

16:45-17:05 柔性电子设计自动化与多物理场仿真 邵雷来 上海交通大学

17:05-17:25 导电水凝胶电极界面修饰与柔性传感应用 梁波 浙江大学

17:25-17:45 自充电、穿戴式多模态传感器设计与应用 张诚 闽江学院

17:45-18:05 弹性体结构超材料柔性器件设计与制造 刘禹 江南大学

18:05-18:25 先进的柔性混合电子制备和封装工艺 郝文堂 溢鑫科创

18:25-18:45 智能柔性可穿戴人体监测系统研究 杨琨 太原理工大学

18:45-19:05 无机塑性半导体及其热电性能 仇鹏飞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18:05-19:30 晚餐

【Part3】11月 7日上午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单位

08:30-08:50 鞣智电子材料与器件 霍峰蔚 南京工业大学

08:50-09:10 仿生电子在神经电刺激中的应用 冯章启 南京理工大学

09:10-09:30 柔性自驱动传感系统 刘瑞远 苏州大学

09:30-09:50 螺旋纤维及其可穿戴柔性电子 郭凤云 浙江理工大学

09:50-10:10 面向可穿戴系统的印刷㠌入式柔性拉伸电路 苏文明
中科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

究所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可集成式 MXene 基微型储能器件和压力传感器 岳阳 安徽大学



10:45-11:05 轻量化、柔性可穿戴的多功能高分子纳米复合材料研制 曾志辉 山东大学

11:05-11:25 有机光电探测器建模与优化设计 彭应全 中国计量大学

11:25-11:45 基于混合柔性印刷的智能温度传感标签 张玺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1:45-12:05 柔性皮肤电子与表界面表征 师岩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2:05-12:25 数字喷墨打印技术在穿戴电子领域的应用 张兴业 北京大华博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12:25-12:45 水系电化学储能及多功能传感器件 李鸿鹏 扬州大学

12:05-13:30 午餐及休息

【Part4】11月 7日下午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单位

13:30-13:50 柔软且自粘附高导电聚合物界面及系统集成 周学昌 深圳大学

13:50-14:10 超薄柔性有机太阳能电池的制备与性能研究 黄文超 武汉理工大学

14:10-14:30 柔性微纳传感器件的智能制造及应用 杨维清 西南交通大学

14:30-14:50 基于功能复合材料的多功能柔性传感器 孙启军 广东工业大学

14:50-15:10 基于石墨烯 FET 的便携或柔性可穿戴式智能电子生物传感器 郝壮 哈尔滨工业大学

15:10-15:30 柔性传感和可穿戴技术在生理信号检测中的应用研究 黄品高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15:30-15:45 茶歇

15:45-16:05 基于液态金属集成的柔性可穿戴与可植入器件 孔德圣 南京大学

16:05:16:25 无线柔性自驱动传感系统 谢燕楠 南京邮电大学

16:25-16:45 基于电解质设计的高安全水系能源器件 黄燕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16:45-17:05 封装集成相变材料的柔性热电器件研究 霍文星 天津大学

17:05-17:25
超低功耗微纳器件与柔性智能感知系统 化麒麟 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

究所

17:25-17:45 面向智能可穿戴计算的全打印超低功耗柔性二硫化钼忆阻器 冯雪葳 上海交通大学

17:45-18:05 聚合物传感器及其在皮肤电子中的应用 黄金荣 南京大学

18:05-18:25 柔性有机电子器件研究及其应用 兰伟霞 上海大学

18:25-18:45 多生命体征智能 T恤的关键技术与应用 钟君
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术

研究所

18:45-19:05 基于静电能量的自驱动传感器 陈翔宇
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

究所

离会

分论坛八：可穿戴机器人关键技术及应用

主席：西安交通大学 邵金友、东南大学 宋爱国

【Part 1】11月 6日上午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单位



08:30-08:50 可穿戴传感系统制造：现状与挑战 邵金友 西安交通大学

08:50-09:10 力反馈柔性手部康复机器人技术 宋爱国 东南大学

09:10-09:30 碳基柔性力敏材料与触觉传感器件 魏大鹏 重庆绿色智能研究院

09:30-09:50 可穿戴外骨骼机器人前沿技术及进展 朱爱斌 西安交通大学

09:50-10:10 机器人触觉传感的智能辨物功能 吴治峄
中国科学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

究所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助老助残可穿戴机器人研究进展 张庭 苏州大学

10:45-11:05 上肢康复外骨骼多模信息融合感知与控制方法 王文东 西北工业大学

11:05-11:25 基于水伏效应的可穿戴柔性湿度发电机 高鸣源 西南大学

11:25-11:45 柔弹性应力传感器与贴肤式穿戴器件 彭争春 深圳大学

11:45-12:05 具有多稳态非线性的柔性磁致驱动器 张文玲 南京理工大学

12:05-13:30 午餐及休息

【Part2】11月 6日下午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单位

13:30-13:50 微纳增敏界面的可控构筑及类皮肤触觉传感技术 杨俊 中国科学院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

13:50-14:10 基于多功能传感器的柔性抓取技术研究 王志华 河北工业大学

14:10-14:30 自供能感知与机器人技术应用 陈涛 苏州大学

14:30-14:50 快速响应纤维人工肌肉驱动原理与应用 胡兴好 江苏大学

14:50-15:10 面向人机安全交互的机器人电子皮肤及穿戴式设备 杨赓 浙江大学

15:10-15:30 任务导向性机器人辅助康复技术 张明明 南方科技大学

15:30-15:45 茶歇

15:45-16:05 扭转变形在柔性设计中的应用 陈贵敏 西安交通大学

16:05:16:25 多模态触觉传感和再现的数据手套实时交互系统 杨文珍 之江实验室

16:25-16:45 下肢外骨骼机器人交互感知与助行控制研究 汪步云 安徽工程大学

16:45-17:05 面向机器人物体识别的柔性传感器研究 张强 太原理工大学

17:05-17:25 微纳光纤触觉传感器与致动器 张磊 浙江大学

17:25-17:45 基于可穿戴传感系统人体运动分析 蔡世波 浙江工业大学

17:45-18:05 仿生机器人在智能座舱评测中的应用 徐冬梅 北京中聚高科科技有限公司

18:05-19:30 晚餐

分论坛九：产业转化与落地：柔性可穿戴新技术实物展示与讲解

主席：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陈晓东院士、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刘志远、

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 王显

【Part 1】11月 6日上午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单位



08:30-08:55 可穿戴服装系统与体态识别 白紫千 南方科技大学

08:55-09:20 经皮心脏交感神经电位采集技术及其临床应用 崔畅 江苏省人民医院

09:20-09:45 智能中医脉诊仪 高立波 厦门大学

09:45-10:10 新一代柔性电生理监测电极 高旭贺 山东大学

10:10-10:25 茶歇

10:25-10:50 基于石墨烯的柔性可穿戴射频电子器件 何大平 武汉理工大学

10:50-11:15 无创血压精确连续监测微系统 胡本慧 南京医科大学

11:15-11:35 医疗级生物光波核心材料及创新应用 阚晓敏 深圳市挺美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11:35-12:00 柔性可穿戴成果转化与产业化 李文婷 柔性电子产业发展联盟

12:00-13:30 午餐及休息

【Part2】11月 6日下午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单位

13:30-13:55 基弹性应变传感技术及其在智能服装中的应用 刘宜伟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

究所

13:55-14:20 面向体液生化指标分析的全打印多路复用传感系统 林苑菁 南方科技大学

14:20-14:45 一种具有生物相容性和环境稳定性的固态离子导电弹性体 刘小孔 吉林大学

14:45-15:10 无线无源智能可穿戴传感与检测技术介绍 刘清君 浙江大学

15:10-15:35 微纳尺度的磁电薄膜天线 李娜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5:35-15:50 茶歇

15:50-16:15 掺杂半导体智能材料的自恢复性应力发光特性研究 彭登峰 深圳大学

16:15-16:40 待定 王显 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

16:40-17:05 鞣智电子健康监测系统 吴健生 南京工业大学

17:05-17:30 柔性微纳传感技术创新与应用 熊作平 苏州能斯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7:30-17:55 面向心血管健康管理的高分辨指尖脉搏传感系统 赵玲玉 南方科技大学

分论坛十：面向可穿戴显示的柔性与微纳光电器件

主席：中山大学 杨柏儒、中山大学 董建文

【Part 1】11月 6日上午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单位

08:30-08:50 可穿戴物联网显示技术 杨柏儒 中山大学

08:50-09:10 微纳超透镜阵列及其近眼集成成像 3D显示应用 董建文 中山大学

09:10-09:30 应用于可穿戴显示的纳米像元显示技术 吴朝兴 福州大学

09:30-09:50 柔性显示原子层沉积稳定化方法研究 曹坤 华中科技大学

09:50-10:10 高分辨率电流体喷印工艺及其柔性光电器件应用 段永青 华中科技大学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柔性可印刷电子材料及其印刷功能器件的研究 杨文冬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10:45-11:05 随机结构超材料及其辐射制冷应用 马耀光 浙江大学

11:05-11:25 基于普鲁士蓝的柔性电致变色器件 孙巡 北京服装学院

11:25-11:45 金属网栅基柔性、超薄、可贴敷电致变色显示器件 刘艳花 苏州大学

11:45-12:05 基于钙钛矿量子点的可穿戴水致传感皮肤 陈恩果 福州大学

【Part 1】11月 6日下午

时间 内容 报告人 单位

13:30-13:50 可视化心电图诊断仪 李贵君 深圳大学

13:50-14:10 银纳米线柔性电极的有序组装及应用 刘贵师 暨南大学

14:10-14:30 仿生微结构化柔性石墨烯压力传感器及可穿戴智能手套的应用 宁洪龙 华南理工大学

14:30-14:50 高分辨率视频级可穿戴光场显示器 秦宗 中山大学

14:50-15:10 “锌”型电致变色器件 李海增 山东大学

15:10-1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