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大会日程：

5月 29日 全体大会

时间 内容 人员 单位

08:30-09:00 开幕式 嘉宾致辞 大会合影

大会报告

09:00-09:35 纳米材料的生物效应及其医学应用 赵宇亮院士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09:35-10:10 铁蛋白，新型药物递送系统 阎锡蕴院士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10:10-10:45 框架核酸分析 樊春海院士 上海交通大学

10:45-11:00 茶歇

11:00-11:35 纳米催化医学 施剑林院士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11:35-12:10 AIEgens and Theranostics 唐本忠院士 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12:10-14:00 午餐及休息

14:00-14:30 智能纳米传感器的研发与转化 崔大祥 上海交通大学

14:30-15:00 用于肿瘤诊疗的生物活性纳米材料的研究 张先正 武汉大学

15:00-15:30 超声造影剂在重大疾病诊疗中的应用与挑战 戴志飞 北京大学

15:30-16:00 DNA超分子水凝胶 刘冬生 清华大学

16:00-16:15 茶歇

16:15-16:45 主动肿瘤血管外渗与渗透纳米药物的设计 申有青 浙江大学

16:45-17:15 多学科交叉融合促进医疗健康产业创新发展 孙立宁 苏州大学

17:15-17:45



5月 30日（全天） 分会场一

分会场主题： 微纳米机器人在医学上的应用 主席：官建国、刘景全

时间 内容 人员 单位

08:30-08:50 巨噬细胞基靶向给药微纳机器人应用于肿瘤杀伤 冯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08:50-09:10 生物医用微纳米马达的智能化 官建国 武汉理工大学

09:10-09:30 面向脑科学研究的机器人化膜片钳系统 赵新 南开大学

09:30-09:50 医用微纳米机器人的构建与应用 鄢晓晖 厦门大学

09:50-10:10 复合材料微纳增材制造技术及其应用进展 彭瑛 深圳摩方新材科技有限公司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光场调制的超快激光微纳加工及功能性器件应用 吴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0:45-11:05
自主变形的柔性薄膜光驱动器及其在生物医学上的应

用探索
胡颖 合肥工业大学

11:05-11:25 面向单细胞分析的微系统与微纳机器人技术 胡程志 南方科技大学

11:25-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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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5-12:05 生物适配柔性智能驱动器 杜学敏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12:05-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3:50 智能磁力调控的生物医学应用 成昱 同济大学

13:50-14:10 用于泌尿系统清障及药物输送磁控机器人研究 殷瑞雪 华东理工大学

14:10-14:30 微纳机器人介入式治疗系统 李天龙 哈尔滨工业大学

14:30-14:50 基于生命-机电系统融合的类生命机器人研究 王文学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14:50-15:10 干细胞微型机器人的长距离腔内递送 王奔 深圳大学

15:10-15:30
Amicrodevice platform for characterizing the effect of

mechanical strain magnitudes on cardiomyocyte
王力 齐鲁工业大学

15:30-15:50 微纳米机器人集群的生成、重构及生物医疗应用 俞江帆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工学院

15:50-16:05 茶歇

16:05-16:25 双响应中性粒细胞游动机器人的主动递送研究 吴志光 哈尔滨工业大学

16:25-16:45 电磁场驱动的微纳米机器人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 金珍 新乡医学院

16:45-17:05 智能微纳米机器人 牟方志 武汉理工大学

17:05-17:25 基于静电场的超薄柔性微型电机及机器人应用 王宏强 南方科技大学

17:25-17:45 双光子无掩模光刻技术在微纳医学中的应用 崔万银 纳糯三维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17:45-18:05 金属植入医疗器械生物功能化微纳表面构建 梁春永 河北工业大学

18:05-18:25
智能响应型温敏凝胶递药系统对脑部疾病精准诊疗的

研究
应雪 成都医学院



18:25-18:45 开放式研发平台----赋能医疗器械创新创业 王欢 和义广业创新平台

5月 31日（上午） 分会场一

分会场主题： 微纳米机器人在医学上的应用 主席：官建国、刘景全

时间 内容 人员 单位

08:30-08:50 可植入的纤维电子器件 孙雪梅 复旦大学

08:50-09:10 机器人辅助细胞机械特性测量方法研究 杨浩 苏州大学

09:10-09:30 膜仿生纳米材料在肿瘤诊疗中的应用 吴名 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

09:30-09:50 人造细胞的生物医学应用研究 刘剑波 湖南大学

09:50-10:10 基于微环境控制的微纳操作与检测技术及其应用 岳涛 上海大学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肿瘤新生抗原纳米疫苗的跨膜胞质递送与抗肿瘤免疫

治疗
张达 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

10:45-11:05 人工分子马达用于调控间充质干细胞的命运 周祺惠 青岛大学

11：05-11:25 细胞内可控催化介导的肿瘤光热免疫治疗研究 周占威 中国药科大学

11:25-11:45 新型药物递送系统的构建及其抗肿瘤研究 栾玉霞 山东大学

11:45-12:05 三维智能微驱动器的飞秒激光全息加工及其应用 李瑞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2:05-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3：50 改善肿瘤乏氧微环境的新型抗肿瘤策略 姜伟 郑州大学

13:50-14:10 自卷式磁驱动微型机器人在靶向给药领域的应用 李豪 延边大学

14:10-14:30 飞秒全息高效制备磁驱微机器人及其应用 辛晨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4:30-14:50 纳米-免疫与肿瘤诊疗 陈芳芳 吉大中日联谊医院

14:50-15:10 硅脂体纳米载体在抗肿瘤药物递送中的应用 刘湘圣 中国科学院肿瘤与基础医学研究所

15:10-15:30 糖响应胰岛素递送 王金强 浙江大学

5月 30日-31日（全天） 分会场二



分会场主题： 微纳创新诊疗方法 主席：梁兴杰、王雪梅

时间 内容 人员 单位

08:30-08:50 动态 DNA材料使能药物递送和疾病治疗 仰大勇 天津大学

08:50-09:10 基于活体生物自组装功能探针的分子识别与精准诊疗研究 王雪梅 东南大学

09:10-09:30 高效抗肿瘤化学动力学治疗 林立森 福州大学

09:30-09:50 原位信号分析器件及微弱生理信号监测 胡本慧 南京医科大学

09:50-10:10
基于近红外激光响应的半导体化合物光热转换材料的

合成及其在癌症诊疗上的应用探索
胡俊青 深圳技术大学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调控细胞蛋白质稳态的纳米策略 张云娇 华南理工大学

10:45-11:05 基于多肽自组装的靶向诊疗系统 杨翠红 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

11:05-11:25 纳米酶的构效关系及其生物医学应用 范克龙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

11:25-11:45 核酸（siRNA）药物递送与疾病防控 黄渊余 北京理工大学

11:45-12:05 可控解码 DNA纳米机器构建及其诊疗应用 刘颖 南京大学

12:05-12:25
跨多屏障程序化纳米递送策略用于小儿弥散性脑干胶

质瘤治疗
吴昊 西安交通大学

12:05-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3:50 纳米声控遗传技术用于肿瘤治疗 常津 天津大学

13:50-14:10 仿生纳米孔道单分子化学 黄硕 南京大学

14:10-14:30 纳米氧化铁与精准磁诊疗 樊海明 西北大学

14:30-14:50 动态变构纳米诊疗探针 凌代舜 上海交通大学

14:50-15:10 靶向性诊疗光敏染料创制 樊江莉 大连理工大学

15:10-15:30 基于核酸适体和纳米材料的诊疗系统 刘珍宝 中南大学

15:30-15:50 原子精度团簇酶的构建及其对神经炎症的调控 张晓东 天津大学

15:50-16:05 茶歇

16:05-16:25 光控能量转换材料及抗癌性能研究 刘惠玉 北京化工大学

16:25-16:45 适配体筛选及在肿瘤液体活检上的应用 裴仁军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

生研究所

16:45-17:05 单细胞生物微纳芯片 常凌乾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7:05-17:25 靶向中性粒细胞纳米药物用于癌症的诊疗一体化研究 唐龙光 浙江大学

17:25-17:45 肿瘤微环境调控纳米生物技术增强超声治疗疗效 张坤 同济大学

17:45-18:05
PreciGenome药用纳米粒制备系统及其他微流控解决

方案介绍
彭旭 苏州锐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8:05-18:25 植入式微纳系统用于细胞调制研究 方寅 同济大学

18:25-18:45
“杂原子掺杂碳点的合成及其在肿瘤光动力治疗中的

应用研究”
毕红 安徽大学

18:45-19:05 细胞膜功能化纳米药物抗动脉粥样硬化的研究 吴伟 重庆大学

5月 31日 分会场二

分会场主题： 微纳创新诊疗方法 主席：梁兴杰、王雪梅

时间 内容 人员 单位

08:30-08:50
Functionalized nano-system for a-beta clearance in

Alzheimer's disease
田肖和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临床磁共振研

究中心

08:50-09:10 ROS响应性微纳米材料在心血管疾病治疗中的研究 杨菁
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

所

09:10-09:30 纳米药物在医疗健康领域内的创新与机遇 梁兴杰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09:30-09:50
近红外 II区 Plasmon 基半导体异质纳米结构合成、光动

力治疗性能应用
张加涛 北京理工大学

09:50-10:10 临床疾病早期诊断与治疗核酸探针设计的新方法 许钬 闽江学院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基于 DNA纳米结构的限域效应及其诊疗应用 柯国梁 湖南大学

10:45-11:05 细胞形态、形变和动力学的光学检测研究 周金华 安徽医科大学

11:05-11:25 Remote Therapeutic Transducer Triggered by NIR 刘坚 苏州大学

11:25-11:45
面向脑功能疾病治疗的磁性纳米药物介导脑区磁刺激

技术
孙剑飞 东南大学

11:45-12:05 超亲水氟-19磁共振成像纳米造影剂的制备与应用研究 黄平升
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

所

12:05-12:25
“抗炎/抗纤维化”双调控的功能化纳米微粒用于慢性

肾炎的靶向治疗
袁志翔 西南民族大学

12:05-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3:50 多肽可控编程组装及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 王怀民 西湖大学

13:50-14:10 肿瘤微环境响应纳米诊疗平台 张小玲 北京理工大学

14:10-14:30 基于 DNA纳米技术的人工细胞的构筑 刘巧玲 湖南大学

14:30-14:50
响应性纳米载药系统设计及其抗超级细菌感染治疗研

究
宋智勇 华中农业大学

14:50-15:10 仿生材料在癌症治疗中的应用 李振华 河北大学



15:10-15:30 纳米电磁技术在眼用诊疗器件的应用 刘勇 温州医科大学

15:30-15:50 近红外分子探针与活体疾病精准诊疗 齐迹 南开大学

15:50-16:05 茶歇

16:05-16:25
Axons-on-a-Chip for Mimicking Non-Disruptive Diffuse

Axonal Injury underlying Traumatic Brain Injury
王彤 上海科技大学

16:25-16:45 微介入生物诊疗系统 谢曦 中山大学

16:45-17:05 细胞表面微纳技术及其转化医学 王本 浙江大学

17:05-17:25 纳米硒在抗新型冠状病毒抗体检测中的应用研究 王志增 河南大学

17:25-17:45 智能光热纳米材料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 陈鑫 西安交通大学

17:45-18:05 基于环糊精组装的纳米药物递送系统 金桥 浙江大学

18:05-18:25 活体内高分子纳米药物合成 耿晋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18:25-18:45 细胞表面核仁素交联诱导肿瘤细胞凋亡研究 李春梅 西南大学

18:45-19:05 近红外可激活有机纳米免疫制剂用于肿瘤免疫治疗 李静超 东华大学

5月 30日-31日（全天） 分会场三

分会场主题： 微纳生物医学传感与检测技术 主席：徐静娟、刘清君

时间 内容 人员 单位

08:30-08:50 光/电化学纳米探针的设计及其生物传感研究 徐静娟 南京大学

08:50-09:10 基于微纳技术的高性能生物检测与临床应用研究 徐宏 上海交通大学

09:10-09:30 自驱动心血管电子医疗器件 欧阳涵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09:30-09:50 数字化生物分子检测新方法 赵祥伟 东南大学

09:50-10:10 便携式与穿戴式微纳生化传感检测技术研究 刘清君 浙江大学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新型医用传感技术和仪器研发 周连群
中国科学院苏州生物医学工程技

术研究所

10:45-11:05 图像式超灵敏分子传感技术 余辉 上海交通大学

11:05-11:25 纳米电化学器件与可穿戴健康监测 林苑菁 南方科技大学

11:25-11:45 生物传感器在海洋生物毒素检测中的应用 吴春生 西安交通大学

11:45-12:05
特种原子力显微镜探针在纳米制造和生物机械力测试

中的应用
胡欢 浙江大学

12:05-12:25 可穿戴汗液传感器 李冠华 深圳市刷新智能电子有限公司



12:25-12:45 直立石墨烯在纳米生物信息电子产业的应用 丁显波 深圳市溢鑫科技研发有限公司

12:05-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3:50 石墨烯场效应晶体管生物传感器快速检测新冠病毒 张国军 湖北中医药大学

13:50-14:10 基于智能手机的现场快速检测技术与装置 易长青 中山大学

14:10-14:30 高灵敏度柔性可穿戴传感器件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 杨丽 河北工业大学

14:30-14:50
基于柔性表皮微流体的血糖动态、连续检测技术及仪

器
栗大超 天津大学

14:50-15:10 基于柔性电子纹身的人体电信号采集与监测系统 陈达 山东科技大学

15:10-15:30
高效 DNA 纳米马达的开发及在疾病体外诊断中的应

用
李峰 四川大学

15:30-15:50 微型电化学传感芯片在癌症早期预警中的应用研究 张源 上海大学

15:50-16:05 茶歇

16:05-16:25 单细胞检测与微传感器 陈健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16:25-16:45 基于微纳流控的单细胞检测及生物传感 刘宝红 复旦大学

16:45-17:05 界面匹配的生命分子检测 夏帆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17:05-17:25 微流控单细胞捕获和分析技术 宓现强 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

17:25-17:45 DNA纳米器件及其在单细胞分析中的应用研究 朱小立 上海大学

17:45-18:05 应用于纳米生物粒子分选与检测的微流控系统 杨慧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18:05-18:25 基于滑动芯片的核酸检测 沈峰 上海交通大学

18:25-18:45
基于微流控芯片的表界面工程在血小板功能检测

中的应用
徐轶 华中科技大学

18:45-19:05
适配体传感技术检测豪猪信号音配体提示肝癌门静脉

浸润
吴健 复旦大学

5月 31日（全天） 分会场三

分会场主题： 微纳生物医学传感与检测技术 主席：徐静娟、刘清君

时间 内容 人员 单位

08:30-08:50 基于光敏显色的核酸检测 吴鹏 四川大学

08:50-09:10 核酸界面化学与生物医学传感应用 左小磊 上海交通大学

09:10-09:30 核酸计算在疾病分子诊断中的应用 韩达 上海交通大学

09:30-09:50 CRISPR驱动的生物传感系统用于疾病快速诊断的研究 胡家铭 华南师范大学

09:50-10:10
功能核酸型电化学生物传感器的微界面调控及传感性

能研究

李辉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柔性贵金属纳米多级组装材料及检测应用 陈怡 东南大学

10:45-11:05 基于MOF材料对肿瘤呼出标志物的传感研究 李敏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11:05-11:25 刺激响应性表面增强拉曼散射探针用于灵敏生物分析 李楠 暨南大学

11:25-11:45
便携式体液电子器件——面向现场即时分子应用的集

成电子学
周明 东北师范大学

11:45-12:05 活性体系诱导的多肽分子定向进化及生物医学应用 王蔚芝 北京理工大学

12:05-12:25 基于生物电阻抗谱的血沉实时定量检测研究 李建平 浙江师范大学

12:05-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3:50 面向生物调控和传感的微纳光电器件 盛兴 清华大学

13:50-14:10 生物传感器器件及分析系统 马耀宏 山东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

14:10-14:30
基于光镊和反斯托克斯发光纳米标记的生物医学传感

平台及应用
唐宏武 武汉大学

14:30-14:50 生物医学即时检测新技术的开发及初步应用 张云 桂林理工大学

14:50-15:10 基于 ACEK富集的微纳生化传感器 张鉴 合肥工业大学

15:10-15:30 脑电信号的化学表达分析 田阳 华东师范大学

15:30-15:50 微纳尺度传感界面生物分析 杨帆 广西医科大学

15:50-16:05 茶歇

16:05-16:25 DNA自组装与生物传感 晁洁 南京邮电大学

16:25-16:45 正交上转换发光分析 梅青松 暨南大学

16:45-17:05 基于 SERS结合机器学习的羊血清包虫病光学诊断 吕小毅 新疆大学

17:05-17:25 微纳技术在外泌体分离检测中的应用研究 朱庆夫 温州医科大学

17:25-17:45
等离激元/纳米酶双模探针的构建及快速高敏检测临床

标志物
郭志睿 南京医科大学

17:45-18:05 纳米调控提升侧流免疫层析检测灵敏度 高芳 昆山兰大学

18:05-18:25 基于荧光纳米材料的生物活性分子检测技术 胡琴 南京医科大学

18:25-18:45 超灵敏量子点荧光数字免疫层析检测技术 张鹏飞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

18:45-19:05 基于MXene材料的医学传感与检测技术 何青 苏州北科纳米科技有限公司

5月 30日-31日（全天） 分会场四

分会场主题： 纳米分子医学成像 主席：高明远、王强斌

时间 内容 人员 单位

08:30-08:50 纳米探针与活体成像 高明远 苏州大学



08:50-09:10 基于纳米材料的分子成像和诊疗一体化 张瑞平 山西白求恩医院

09:10-09:30 化学调控可视化药物载体用于肿瘤精准诊治 肖泽宇 上海交通大学

09:30-09:50
Lanthanide Luminescent Nanoparticles for NIR-II

Imaging
和树庆 深圳技术大学

09:50-10:10 基于分子影像的肺癌精准诊疗 孙夕林 哈尔滨医科大学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多尺度成像对纳米药物的成药性评价 顾月清 中国药科大学

10:45-11:05 功能影像探针 陈洪敏 厦门大学

11:05-11:25 用于生物催化传感的活细胞膜界面工程 邢航 湖南大学

11:25-11:45 纳米探针构筑及活体深度组织多模成像 汪乐余 北京化工大学

11:45-12:05 眼见为实的先进荧光活体成像技术---助力精准医学 王强斌 中科院苏州纳米所

12:05-12:25 基于光磁探针的致病菌分析 宋尔群 西南大学

12:25-12:45
基于荧光聚合物纳米探针的淋巴管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成像研究
熊丽琴 上海交通大学

12:05-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3:50 有机半导体光敏剂的设计合成及其肿瘤多模态治疗 董晓臣 南京工业大学

13:50-14:10 生物功能分子调控的分子组装与多模态成像分 叶德举 南京大学

14:10-14:30 基于核酸等温扩增的 microRNA检测及细胞成像研究 戴宗 中山大学

14:30-14:50 基于 DNA 水凝胶的生物活性分子荧光可视检测 刘明哲 沈阳药科大学

14:50-15:10 基于频谱解析的纳米灵敏度光学相干断层成像 周毅 重庆大学

15:10-15:30 MRI造影剂及其肿瘤铁死亡治疗应用 沈折玉 南方医科大学

15:30-15:50 X射线发光成像 陈秋水 福州大学

15:50-16:05 茶歇

16:05-16:25 分子影像探针设计、构建及临床转化研究 刘刚 厦门大学

16:25-16:45 多模态诊疗一体化分子影像 李桢 苏州大学

16:45-17:05 新型光学示踪探针的结构调控与应用 李凯 南方科技大学

17:05-17:25 近红外二区光学脑影像与治疗 郭兵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17:25-17:45
Rational Design of High Brightness NIR-II Organic Dyes

with S-D-A-D-S Structure.
杨晴来 南华大学衡阳医学院

17:45-18:05
基于微纳米材料的荧光标记非天然核酸：设计、构建及

其生物成像研究
熊海 深圳大学

18:05-18:25 离子-π聚集诱导发光材料的构建及诊疗研究 王建国 内蒙古大学



18:25-18:45 活体离子成像分析 林静 深圳大学

18:45-19:05 超声调控的肿瘤免疫治疗 徐辉雄 同济大学

5月 31日（全天） 分会场四

分会场主题： 纳米分子医学成像 主席：高明远、王强斌

时间 内容 人员 单位

08:30-08:50 近红外发光生物分析与活体成像 宋晓荣 福州大学

08:50-09:10 基于仿生纳米铁蛋白的疾病诊疗方法 梁敏敏 北京理工大学

09:10-09:30 基于光和声的生物医学成像 田超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09:30-09:50 三维光声成像技术及生物医学应用 王晶 特姆威（苏州）医学影像有限公司

09:50-10:10 上转换发光材料的光学调控及其生物应用 苏倩倩 上海大学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近红外二区有机光诊疗体系的设计和应用 范曲立 南京邮电大学

10:45-11:05 肿瘤微环境的成像可视化 王忠良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1:05-11:25
蛋白模拟仿生合成在医学影像探针制备和应用中的优

势
张兵波 同济大学

11:25-11:45
Single-Irradiation Simultaneous Dual-Modal Bioimaging

Using Nanostructure Scintillators as Single Contrast Agent
鞠强 南京工业大学

11:45-12:05
基于多通道稀土纳米探针实现皮下原位肿瘤的定制

化光热治疗探索
周晶 首都师范大学

12:05-12:25 单病毒颗粒的标记与示踪 马英新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12:25-12:45 MR弛豫表征磁性与非磁性药物性能 丁皓 苏州纽迈分析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12:05-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3:50 有机半导体光学探针及生物成像应用 吴长锋 南方科技大学

13:50-14:10 活体成像及测量分析 宋继彬 福州大学

14:10-14:30 磁性 Fe@Fe3O4纳米粒子的医学应用探索 杨仕平 上海师范大学

14:30-14:50 新型 AIE材料在光学诊疗中的应用研究 王东 深圳大学

14:50-15:10 超分辨荧光成像解析染色体高级结构 郝先 南昌大学

15:10-15:30
非半导体型 AIE聚合物量子点设计制备及双色细胞

成像
关晓琳 西北师范大学

15:30-15:50 分子工程辅助新型成像试剂的设计和研究 杨靓月 燕山大学

15:50-16:05 茶歇

16:05-16:25 基于半导体聚合物量子点的比率荧光传感与成像分析 高峰 安徽师范大学



16:25-16:45 基于光声效应的纳米递送新策略 奚磊 南方科技大学

16:45-17:05 新型分子影像探针的设计制备与生物医用 丁丹 南开大学

17:05-17:25 基于近红外二区的大深度、高分辨活体显微成像 钱骏 浙江大学

17:25-17:45 载酶纳米凝胶材料的构建及生物诊疗研究 王霞 同济大学

17:45-18:05
高效膜穿透的荧光碳量子点对生物体内核酸结构的

原位成像
韩光梅 安徽大学

18:05-18:25 纳米孔道单分子电化学传感及其生物应用 应佚伦 南京大学

18:25-18:45 活性氧相关的磁共振分子影像及其肿瘤治疗预后应用 周子健 厦门大学

18:45-19:05 新型光敏剂用于肿瘤的成像与治疗 王晓强 武汉科技大学

5月 30日-31日（全天） 分会场五

分会场主题： 纳米生物材料 主席：刘庄、钱志勇

时间 内容 人员 单位

08:30-08:50 功能性纳米生物材料的构建 钱志勇 四川大学

08:50-09:10 基于活性载体材料的肿瘤免疫递药系统 于海军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09:10-09:30 类病毒颗粒在肿瘤免疫治疗中的应用 任 磊 厦门大学

09:30-09:50 化疗增强肿瘤免疫治疗的基础研究 闵元增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09:50-10:10 基于疾病微环境的纳米免疫治疗探索 侯 琳 郑州大学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仿生粘附微纳界面材料 王树涛 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10:45-11:05 生物大分子自组装构筑仿酶催化材料 王振刚 北京化工大学

11:05-11:25 纳米材料生物界面作用的研究 刘奕静 华中科技大学

1125-11:45 多肽自组装抗生素佐剂及细菌感染诊疗 李莉莉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11:45-12:05 活性微藻生物材料生物医学应用探索 周 民 浙江大学

12:05-12:25 外泌体膜伪装的纳米抗肿瘤药物 李娟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12:05-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3:50 蛋白质和多肽胞内递送技术 程义云 华东师范大学

13:50-14:10 稀土光功能材料用于活体脑神经影像和损伤修复研究 步文博 复旦大学

14:10-14:30 基于磁性粒子的活体成像分析 宋国胜 湖南大学



14:30-14:50 多功能异质纳米棒用于抗肿瘤协同治疗 丁 娅 中国药科大学

14:50-15:10 铁死亡药物传输系统的构建与分子机制研究 罗 忠 重庆大学

15:10-15:30 驱动气体兼治疗剂的一氧化氮纳米马达的构建及应用 万密密 南京师范大学

15:30-15:50 光响应半导体生物材料的控制合成及应用研究 钱海生 安徽医科大学

15:50-16:05 茶歇

16:05-16:25
长波碳基多色纳米探针在肿瘤多通路信号分子靶向示

踪及多波长定量研究
霍 峰 内江师范学院

16:25-16:45 生物材料与肿瘤免疫治疗：基础研究面向应用转化 刘 庄 苏州大学

16:45-17:05 抗菌与基因递送双功能性纳米材料 董岸杰 天津大学

17:05-17:25 埃洛石纳米生物材料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研究 刘明贤 暨南大学

17:25-17:45 纳米抑冰在生物保存中的应用研究 赵 刚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7:45-18:05 温敏性纳米胶束在分子成像和药物传递上的应用 张育淼 天津大学

18:05-18:25 新型铜基高效材料的设计及应用 周云龙 中国科学院大学温州研究院

18：25-18:45 智能纳米载药系统 吴玫颖 中山大学

18：45-19:05 基于光动力/纳米酶复合材料的抗菌治疗及免疫调节 董彪 吉林大学

5月 31日（全天） 分会场五

分会场主题： 纳米生物材料 主席：刘庄、钱志勇

时间 内容 人员 单位

08:30-08:50 应对“后抗生素时代”的抗菌生物医用纳米材料 计 剑 浙江大学

08:50-09:10 含有蛋白质骨架结构的高分子材料及其生物医学医用 孙 静 青岛科技大学

09:10-09:30 基于仿生矿化的细胞生物保存及功能化 朱 伟 华南理工大学

09:30-09:50 多糖基纳米颗粒在提高药物胞内递送效率中的应用 张卫奇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

所

09:50-10:10 纳米生物材料用于组织再生 吴成铁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手性水凝胶生物材料 冯传良 上海交通大学

10:45-11:05 多功能纳米材料的高效合成与肿瘤诊疗应用 唐建斌 浙江大学

11:05-11:25 功能无机纳米材料在新型肿瘤诊疗中的应用 程 亮 苏州大学

11:25-11:45
金团簇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具有独特的逆转软骨/骨破

坏作用
高福平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11:45-12:05 红外二区成像技术与医药应用前景 艾中凯 上海恒光智影医疗科技公司

12:05-12:25 金属多酚配位生物材料在癌症诊疗中的应用 代云路 澳门大学

12:05-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3:50 多功能无机纳米材料用于肿瘤诊疗的研究 陈志钢 东华大学

13:50-14:10 有机无机复合纳米材料在诊疗中的应用 赵娜娜 北京化工大学

14:10-14:30 纳米酶的性质对显色分析应用的改善 韩 磊 青岛农业大学

14:30-14:50 发光材料用于生物成像及疾病检测 吕锐婵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14:50-15:10 生物矿化策略构建纳米材料及骨科应用研究 陈峰 同济大学

15:10-15:30 限域微环境调控生物酶催化 吕永琴 北京化工大学

15:30-15:50 聚（β-氨基酯）类材料在药物递送中的应用探索 谭松巍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药学院

15:50-16:05 茶歇

16:05-16:25 长波长光响应医用纳米材料 王小磊 南昌大学

16:25-16:45 纳米纤维生物材料的制备及组织修复应用 丁 彬 东华大学

16:45-17:05 WO3-x复合材料的构建及光热性能研究 李雪姣 哈尔滨理工大学

17:05-17:25 生物 3D打印技术在骨关节外科最新进展与临床转化 王金武 上海交通大学

17:25-17:45 纳米纤维缝合线修复断裂肌腱再生研究 叶雅静 西北工业大学

17:45-18:05
基于多级微纳结构的时序释放对软骨内成骨过程的调

控
袁媛 华东理工大学

18:05-18:25 多功能纳米材料制备及传感应用 丁彩凤 青岛科技大学

18:25-18:45 Seeing More by Listening——超声光声多模式成像 赵云峰 佰泰科技有限公司

18:45-19:05 可注射微纳组合水凝胶微球构建及骨关节炎修复 崔文国 上海交通大学

5月 30日 分会场六

分会场主题：微纳医疗器械设计和制造 主席：杨朝勇、曹成喜

时间 内容 人员 单位

08:30-08:50 复杂蛋白质的微阵列聚焦电泳新技术新方法 曹成喜 上海交通大学

08:50-09:10 石墨烯基可穿戴器件-结构设计及应用 牛利 广州大学

09:10-09:30 微流控医疗光学检测设备 张大伟 上海理工大学



09:30-09:50 微纳增材制造技术及其应用 刘媛媛 上海大学

09:50-10:10 纸基 POCT气体传感芯片与疾病无创检测 于京华 济南大学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微创手术机器人智能力感知 刘会聪 苏州大学

10:45-11:05
场流分离技术在微纳米物质分离表征及构效关系研

究中的应用
窦海洋 河北大学

11:05-11:25 基于微流控芯片的生物医学传感器研究 高荣科 合肥工业大学

11:25-11:45 抗氧化生物陶瓷支架用于骨-软骨修复研究 邓翠君 同济大学

11:45-12:05
面向婴幼儿狭窄脊髓腔的腰穿手术机器人精准力感知

方法研究
李红兵 上海交通大学

12:05-12:25
基于氧缺陷型 TiO2的光热及类芬顿效应构建口腔杀

菌去污新材料
谢利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

12:05-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3:50
微纳纤维小口径组织工程人工血管的制备与动物实验

研究
叶霖 北京理工大学

13:50-14:10 基于微流控系统的循环肿瘤细胞分析 李璐 山东师范大学

14:10-14:30 一站式微流控芯片实验室建设解决方案 陈兢 苏州含光微纳科技有限公司

14:30-14:50 生物标志物拉曼传感 杨海峰 上海师范大学

14:50-15:10
干粉吸入器内微米级药物粉末从较大载体表面分离的

多尺度仿真建模研究
崔岩 华中科技大学

15:10-15:30
基于微结构创新的柔性微机电系统设计与医疗健康应

用研究
李晖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

院

15:30-15:50 基于微流控打印的肝腺泡体外模型的构建 马梁 浙江大学

15:50-16:05 茶歇

16:05-16:25 射频能量肠道组织焊接的研究 毛琳 上海理工大学

16:25-16:45 基于微流控技术的高性能分子诊断系统 刘鹏 清华大学

16:45-17:05 基于三维多级次结构的多元生物检测芯片应用研究 胡涛 东南大学

17:05-17:25 数字微流控单细胞测序系统 杨朝勇
厦门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分子

医学研究院

17:25-17:45 医用涂层的动态微结构设计和功能构筑 任科峰 浙江大学

17:45-18:05
微流控技术用于多孔药物载体表面功能化和高通量合

成技术
马明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18:05-18:25 细菌纳米纤维素在生物医学领域的应用潜力 洪枫 东华大学

18:25-18:45 微纳仿生材料与生物学效应 李玉林 华东理工大学



18:45-19:05

微机器人细胞操作及在心脏病学领域中的应用

（microrobotic cell manipulation for cardiovascular

applications）

刘军 香港城市大学

5月 31日上午 分会场六

分会场主题：微纳医疗器械设计和制造 主席：杨朝勇、曹成喜

时间 内容 人员 单位

08:30-08:50 微针在抗细菌生物膜上的应用 易新 广东工业大学

08:50-09:10 神经界面技术:超柔性电极阵列制造与应用 魏晓玲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

技术研究所

09:10-09：30 数字微流控用于癌症药物筛选 贾艳伟 澳门大学

09:30-09:50 肿瘤精准诊疗的金属策略 沈星灿 广西师范大学

09:50-10:10
基于 HgTe的混合型近红外光电探测器:高灵敏度超快

响应
董轶凡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适体多价修饰的 DNA正四面体纳米笼递药系统 吴正红 中国药科大学

10:45-11:05

微流控芯片实验室：肿瘤单细胞液滴包裹、逐粒检测、

活性分选、捕获孵育、滴内 PCR，及仿生命体原生微

环境综合控制系统浅析

李木 大连华微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11:05-11:25 多种极端环境自愈合的传感器 杨静 天津大学

11:25-11:45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PalmSens portable

electrochemical analyzer
陈天林 雷迪美特中国有限公司

11:45-12:05 单细胞纳米光电分析技术 徐艇 江苏瑞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月 31日 下午 分会场六

分会场主题：微纳医疗器械设计和制造 主席：杨朝勇、曹成喜

时间 内容 人员 单位

13:30-13;50 微纳加工的产业化探索 吴大林 北京保利微芯科技有限公司

13:50-14:10 医疗器材精准 3D打印应用及场景 梁凤超 北京云尚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14:10-14:30



5月 30日-31日（全天） 分会场七

分会场主题：创新纳米药物 主席：蒋新国、李亚平

时间 内容 人员 单位

08:30-08:50 抗肿瘤纳米药物临床转化的思考与建议 李亚平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08:50-09:10 纳米药物突破免疫抑制屏障增效抗肿瘤治疗 孙敏捷 中国药科大学

09:10-09:30 创新纳米药物递送载体增强癌症免疫治疗效果 张娜 山东大学

09:30-09:50
In situ imitating a tumoricidal immunity with an

injectable hydrogel for regression of
malignant gliomas relapse post-resection

姜新义 山东大学

09:50-10:10 抗肿瘤药物高效共递送系统研究 方超 上海交通大学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抗肿瘤免疫治疗药物-聚合物偶联体研究 张志岳 山东大学

10:45-11:05
靶向CD123蛋白的多肽纳米药物及其对白血病的治疗

作用研究
许海燕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

所

11:05-11:25 多肽纳米金簇的抗肿瘤活性与优化设计 袁卿 北京工业大学

11:25-11:45 准嵌段聚合物纳米给药系统的构建及其抗肿瘤研究 姚锡矿 南京工业大学

11:45-12:05 靶向肿瘤细胞膜上磷脂酰丝氨酸的纳米抗肿瘤药物 尤业字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2:05-12:25 斑马鱼技术—活体成像加速纳米材料研究 朱晓宇
杭州环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2:05-13:30 午休及休息

13:30-13:50

A smart co-assembly of carrier-free nanodrugs based on

self-enhanced photodynamic sensitization and triggered

ferroptosis for cancer combination therapy

于超 重庆医科大学

13:50-14:10
A nano photosensitizer based on self-assembly of

lactose-conjugated BODIPY for Targeted Cancer Therapy
裴玉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4:10-14：30 肿瘤综合介入治疗的纳米药物 赵彦兵 华中科技大学

14:30-14:50 肿瘤微环境响应性聚氨基酸纳米药物 丁建勋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

所

14:50-15:10
主动运输型纳米药物载体的设计及应用于肿瘤的高效

治疗
周珠贤 浙江大学

15:10-15:30 新型干细胞纳米药物治疗癌症研究 袁正强 广东工业大学



15:30-15:50 纳米载酶凝胶的肿瘤诊疗应用 王启刚 同济大学

15:50-16:05 茶歇

16:05-16:25 针对乏氧的抗肿瘤纳米制剂设计与应用 周文虎 中南大学

16:25-16:45 基于神经肽 Y 介导的肿瘤诊治纳米药物研究 吴爱国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

程研究所

16:45-17:05 基于介孔二氧化硅纳米药物的肿瘤联合治疗 何勇菊 中南大学

17:05-17:25 不过血脑屏障的纳米解药用于缓解化疗药的毒性 张诗宜 上海交通大学

17:25-17:45 纳米气体诊疗 何前军 深圳大学

17:45-18:05
脂蛋白仿生载体用于生物大分子药物脑靶向递送和脑

疾病干预
高小玲 上海交通大学

18:05-18:25 纳米神经生物学及其在疾病诊疗中的应用 薛雪 南开大学

18:25-18:45 帕金森病智能递药系统的设计与评价 陈桐楷 广州中医药大学

18:45-19:05 纳米药物克服肿瘤多药耐药 陈维 中国药科大学

5月 30日-31日（全天） 分会场七

分会场主题：创新纳米药物 主席：蒋新国、李亚平

时间 内容 人员 单位

08:30-08:50 经口服靶向治疗脊髓损伤及其肠道并发症 李翀 西南大学

08:50-09:10 染料纳米光敏剂 李兴淑 福州大学

09:10-09:30 自组装光治疗纳米药物 陈华兵 苏州大学

09:30-09:50 光敏感的 siRNA纳米自组装及其功能调控 汤新景 北京大学

09:50-10:10 纳米抗菌界面和替抗药物设计 李永强 山东大学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超分子树形分子组装体的基因药物载体设计 刘潇璇 中国药科大学

10:45-11:05 普鲁士蓝纳米酶的生物医学应用 蔡晓军 上海交通大学

11:05-11:25 用于结肠疾病治疗的口服纳米药物系统 肖波 西南大学

11:25-11:45 药物小分子水凝胶在眼局部给药中的应用 李星熠 温州医科大学

11:45-12:05 注射用缓释微球的逆向工程剖析 高静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

12:05-12:25 多尺度仿生界面的构筑及在眼科的应用 王佰亮 温州医科大学



12:05-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3:50 新型基因转染试剂的开发及应用 杨成彬 深圳大学

13:50-14:10 基于表面蛋白冠精准调控的脂质体药物设计与评价 占昌友 复旦大学

14:10-14:30 血红蛋白基纳米药物 周东方 南方医科大学

14:30-14:50 应答型铁死亡纳米递送系统 赵燕军 天津大学

14:50-15:10 二聚体纳米前药 谢志刚 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15:10-15:30 纳米药物递送系统的构建及治疗策略 王蕾 郑州大学

15:30-15:50 设计靶向细胞膜脂筏结构域的功能纳米材料 林绪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5:50-16:05 茶歇

16:05-16:25
Engineering Micro/nanomaterials for Biomedical

Theranostics
沈建良 中国科学院大学温州研究院

16:25-16:45
纳米材料的均匀可控、可放大制造技术：微反应器设

计、工艺优化与商业样机开发
董正亚 化学与精细化工广东省实验室

16:45-17:05
基于纳米氧化铈-新型多功能酶材料的开发及其在肝

病诊疗中的应用研究
曾牡玲 五邑大学

17:05-17:25 微流控技术在纳米制剂中的应用 陈剑 上海交通大学

17:25-17:45 硅基纳米药物递送系统 牛德超 华东理工大学

17:45-18:05 微纳米技术与传统剂型的碰撞结合 陈胜麒 安徽中医药大学

18:05-18:25 功能化MOFs 在药物控释及生物成像中的应用 刘志亮 内蒙古大学

18:25-18:45
无标记纳米尺度高光谱成像技术在药物递送及纳米科

学领域的应用
孙琦 思拓唯沃（中国）有限公司

18:45-19:05 二维纳米异质结与催化医学 姬晓元 天津大学

5月 30日-31日全天 分会场八

分会场主题：药物递送系统 主席：王均、蒋晨

时间 内容 人员 单位

08:30-08:50 活细胞制剂用于实体瘤的治疗 张灿 中国药科大学



08:50-09:10 智能药物递送器件 顾臻 浙江大学

09:10-09:30 新型树状大分子纳米载体用于癌症基因治疗的研究 史向阳 东华大学

09:30-09:50 智能光免疫纳米系统用于肿瘤增效研究 齐宪荣 北京大学

09:50-10:10 核酸药物的递送策略 赵李祥 苏州大学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克服递送屏障的载药系统 蒋晨 复旦大学

10:45-11:05 基于细胞的靶向仿生制剂的研究 高建青 浙江大学

11:05-11:25 CRISPR基因编辑递送系统在肿瘤治疗中的研究 巩长旸 四川大学

11:25-11:45 框架核酸与脂膜体系构建纳米尺度载药装置 杨洋 上海交通大学

11:45-12:05 基于丝蛋白纳米纤维的药物递送和组织修复研究 吕强 苏州大学

12:05-12:25
微流控方法用于新一代药物递送系统微气泡超声造影

剂的制备研究
陈传品 中南大学湘雅药学院

12:25-12:45 氧气控释系统的构建及其生物学效应研究 吴锦慧 南京大学

12:05-13:30 午休及休息

13:30-13:50 克服肿瘤基质屏障的瘤内药物递送 张志文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

13:50-14:10 多种药物联合递送纳米药物的设计与评价 高会乐 四川大学

14:10-14:30
肿瘤微环境智能响应的小分子前药自组装纳米递药系

统
罗聪 沈阳药科大学

14:30-14:50 气体信号分子导向生物功能材料 胡进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4:50-15:10 纳米材料表面 PEG linker 的作用 彭海生 哈尔滨医科大学

15:10-15：30 基于 TPGS 的可注射水凝胶药物递送系统 宋仕永 河南大学

15：30-15:50 纳米载药系统强化瘤内递送的研究 高大威 燕山大学

15:50-16:05 茶歇

16：05-16:25 纳米药物增强乏氧肿瘤的放疗 胡勇 南京大学

16:25-16:45 金纳米团簇的精准功能化及其在肿瘤诊疗中的应用 蒋妍彦 山东大学

16:45-17:05 智能高分子纳米药物的构建及应用研究 王生 天津大学

17:05-17:25 纳米递送系统用于结肠炎和结肠癌的治疗 张明真 西安交通大学

17:25-17:45 一氧化氮生物材料及其在心血管疾病治疗中的应用 赵强 南开大学

17:45-18:05
聚合物纳米佐剂及递送载体在兽用疫苗中的应用及效

果评价
赵凯 台州学院

18:05-18：25 光动力学抗肿瘤纳米药物 李仕颖 广州医科大学



18:25-18:45
基于肿瘤免疫微环境重建的药物共输送系统在肿瘤治

疗中的应用基础研究
祝红达 湖北工业大学

18:45-19:05 脂质载体注射剂的工艺放大考量因素 潘弘
艾伟拓（上海）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5月 31日（全天） 分会场八

分会场主题：药物递送系统 主席：王均、蒋晨

时间 内容 人员 单位

08:30-08:50 “纳米适配子”及抗体药物递送 王均 华南理工大学

08:50-09:10 类弹性蛋白多肽融合蛋白质药物 高卫平 北京大学

09:10-09:30 癌症诊疗药物制剂 陆伟 复旦大学

09:30-09:50
Polypeptide Nanocomposites for Efficient Nitric Oxide

Delivery and Multidrug Resistant Cancer Therapy
董常明 上海交通大学

09:50-10:10 微环境响应支化大分子纳米递送系统 罗奎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从转化视角探讨眼科制剂的挑战与创新 魏刚 复旦大学

10:45-11:05 基于微针的药物缓释系统 黎威 武汉大学

11:05-11:25 活体生物药的递送新策略 刘尽尧 上海交通大学

11:25-11:45 用于肿瘤级联治疗的超分子纳米材料研究 毛峥伟 浙江大学

11:45-12:05
外泌体靶向递送 siRNA 用于结肠癌联合免疫治疗的研

究
贺慧宁 天津医科大学

12:05-12:25 肿瘤靶向环糊精介导酪丝亮肽的抗肝癌研究 张列峰 南京师范大学

12:25-12:45 纳米药物的超声微反应器制备技术 刘志凯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

所

12:05-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3:50 核酸纳米水凝胶粒在药物传递中的应用 邵昉伟 浙江大学

13:50-14:10 中空介孔聚多巴胺纳米球载药系统研究 石家华 河南大学

14:10-14:30 组分中药纳米递送系统的研究 刘志东 天津中医药大学

14:30-14:50 微针给药技术在眼部疾病治疗的应用 南开辉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

14:50-15:10 活性氧响应纳米药物递送系统及其抗肿瘤研究 蒲雨吉 四川大学

15:10-15:30 光触自毁式纳米粒用于肿瘤的多模式治疗 杨小叶 山东大学

15:30-15:50 胰岛素口服给药系统的研究 孙少平 黑龙江大学

15:50-16:05 茶歇

16:05-16:25 靶向递药系统和可植入生物材料的设计及其治疗心血 章雪晴 上海交通大学



管疾病的应用研究

16:25-16:45 用于 AS治疗的纳米递药系统研究 廖晓玲 重庆科技学院

16:45-17:05
难溶性中药口服微粒给药系统的构建及吸收机制研

究
胡容峰 安徽中医药大学

17:05-17:25 刺激响应高分子对离子通道功能的调控 邢成芬 河北工业大学

17:25-17:45 人工细胞囊泡介导的药物递送 张灵敏 广州医科大学

17:45-18:05 调控型脑转移瘤靶向药物治疗 韩亮 苏州大学

18：05-18:25
生物功能化纳米药物载体的制备及其肿瘤诊疗一体化

应用研究
张书圣 临沂大学

18：25-18:45 口服生理环境和屏障级联响应纳米载体的研究 刘颖 上海中医药大学

18:45-19:05 微纳电极用于神经囊泡储存和释放神经递质的分析 李鲜婵 中央民族大学

5月 30日（全天） 分会场九

分会场主题：公共卫生与生物安全 主席：王慧、徐建青

时间 内容 人员 单位

08:30-08:50 基于纳米颗粒载体的新冠疫苗研发 徐建青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08:50-09:10
基于动态光散射食源性致病菌及生物标记物的超敏检

测
熊勇华 南昌大学

09:10-09:30 新型标记材料在免疫层析试纸条的先进应用 黄小林 南昌大学

09:30-09:50 细胞器特异性的纳米酶在糖尿病防控中的效应研究 宋海云 上海交通大学

09:50-10:10 纳米材料的免疫学效应与纳米疫苗 彭睿 苏州大学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巨噬细胞介导的纳米材料免疫效应及健康影响研究 巴乾 上海交通大学

10:45-11:05 纳米食品颗粒的安全性及其在营养递送中的应用 吴志华 南昌大学

11:05-11:25
外泌体调控淋巴细胞在纳米铅暴露致神经炎症中的作

用研究
张艳淑 华北理工大学

11:25-11:45 石墨烯基纳米材料的抗菌性及应用研究 吕敏 上海师范大学

1:45-12:05
肠道菌群在纳米生物学效应中的作用及调控炎症性肠

病进展的作用机制研究
陈汉清 华南理工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12:05-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3:50 材料医学和医学材料 陈雨 上海大学

13:50-14:10 硫酸软骨素及其纳米硒制剂在大骨节病软骨损伤中的 韩晶 西安交通大学



研究进展

14:10-14:30 基于适配体的微生物检测研究应用 周楠迪 江南大学

14:30-14:50
纳米抗体在体外诊断及食品安全领域的应用发展及趋

势
何庆华 南昌大学

14:50-15:10 碳黑纳米颗粒致呼吸道损伤的环状 RNA机制 蒋义国 广州医科大学

15:10-15:30
黑磷量子点生物安全性评价及其 RNAm6A甲基化毒

性调控机制
何承勇 厦门大学

15:30-15:50 碳基纳米材料的生物学效应与安全性评价 刘颖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

15:50-16:05 茶歇

16:05-16:25 纯药复合物在新生血管性疾病诊疗一体化中的应用 楚成超 厦门大学

16:25-16:45
高性能磁共振成像造影剂设计合成及生物安全性评

价
赵征寰 重庆医科大学

16:45-17:05 器官芯片在组织再生修复评价中的应用 程树军 上海交通大学

17:05-17:25 共生菌促进人体健康 刘倩 上海交通大学

17:25-17:45 微粒给药系统的应用－微米和纳米 付纪军 广州医科大学

17:45-18:05 人工合成中和多肽阻断 SARS-CoV-2感染宿主细胞 王涛
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

研究所

18:05-18:25 基于新型荧光纳米材料的生物医学传感应用 岑瑶 南京医科大学

18:25-18:45
免疫功能性聚合物纳米载体在肿瘤免疫治疗中的应用

研究
杨炜静 郑州大学

5月 31日（全天） 分会场九

分会场主题：公共卫生与生物安全 主席：王慧、徐建青

时间 内容 人员 单位

08:30-08:50 电纺纳米纤维在自闭症诊断和疗效评价研究中的应用 康学军 东南大学

08:50-09:10 仿生纳米材料在细菌感染疾病中应用 张新歌 南开大学

09:10-09:30
新型纳米材料生物响应特性的代谢组学研究：从宏观

表型到微观机理
张定坤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09:30-09:50 肿瘤原位纳米疫苗构建与应用 邓宏章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09:50-10:10 脑出血后继发性脑损伤去铁药物的设计与评价 田猛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神经外科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5月 30日-31日（全天） 分会场十

分会场主题：纳米肿瘤学 主席：崔大祥、陈填烽

时间 内容 人员 单位

08:30-08:50
Long circulating aptamer-albumin conjugate targets

CTC: eradicating cancer metastases
贾力 闽江大学

08:50-09:10 多肽基纳米递送系统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刘鉴峰
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

所

09:10-09:30 用于医学诊疗的纳米组装材料 汪联辉 南京邮电大学

09:30-09:50
多光子显微技术在肿瘤诊断、治疗和预后评估的应用

研究
陈建新 福建师范大学

09:50-10:10 多功能纳米增敏剂在肝癌治疗中的应用研究 杜江锋 山西医科大学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基于肿瘤微环境调控的免疫治疗新策略研究 刘小龙 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

10:45-11:05 微流控芯片用于肿瘤转移机制研究 刘妍君 复旦大学

11:05-11:25
以肿瘤组织和离子通道为靶点的“双靶向”纳米载药

系统研发
安海龙 河北工业大学

11:25-11:45 多靶点传递的纳米药物用于肿瘤的免疫协同治疗 韩世松 广州医科大学

11:45-12:05 具有生物立体选择的杂环衍生物研究 李晓莲 大连理工大学

12:05-12:25
药物诱导 p53上调触发的光动力学级联策略用于肿瘤

细胞的杀伤
羊小海 湖南大学

12:05-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3：50 靶向肿瘤代谢的递药及治疗策略 黄永焯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13:50-14:10 高压氧赋能纳米药物抗肿瘤作用及机制研究 李子福 华中科技大学

14:10-14:30 基于核酸适体肿瘤细胞标志物筛查仪及应用 何农跃 东南大学

14:30-14:50 胰腺癌肿瘤微环境调节新策略 陈钧 复旦大学

14:50-15:10 工程化自组装外泌体与肿瘤免疫治疗 叶邦策 华东理工大学

15:10-15:30 克服非小细胞肺癌耐药与转移新策略 段友容 上海交通大学肿瘤研究所

15:30-15:50 经皮免疫的抗肿瘤应用研究 王红声 东华大学

15:50-16:05 茶歇

16:05-16:25 硒纳米医学与肿瘤免疫细胞治疗 陈填烽 暨南大学

16:25-16:45 合成生物纳米酶 黄兴禄 南开大学

16:45-17:05 肿瘤免疫调控纳米药物 王伟伟
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

研究所



17:05-17:25 癌症诊疗用光响应功能微纳米材料 李万万 上海交通大学

17:25-17:45 靶向肿瘤微环境的肿瘤诊疗一体化 田启威 上海健康医学院

17:45-18:05 基于可降解光热材料的肿瘤靶向综合治疗研究 王义 东华大学

18:05-18:25
基于小分子自组装的新型纳米药物制备及多疗法抗

肿瘤研究
邵敬伟 福州大学

18:25-18:45 基于铁纳米氧化物温控铁死亡和肿瘤免疫治疗 张春富 上海交通大学

18:45-19:05 光动力诊疗一体化研究 张一帆 深圳大学

5月 31日（全天） 分会场十

分会场主题：纳米肿瘤学 主席：崔大祥、陈填烽

时间 内容 人员 单位

08:30-08:50 葡萄糖氧化酶用于癌症治疗研究 黄鹏 深圳大学

08:50-09:10 肿瘤微环境响应荧光成像及诊疗研究 穆婧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09:10-09:30 调控肿瘤免疫治疗的配位聚合物药物输送系统 段晓品 南方医科大学

09:30-09:50 纳米黑磷的配位/共价修饰及在肿瘤中的应用研究 赵岳涛 中南大学

09:50-10:10
基于天然抗癌新药的基础上构建的药物递送系统治疗

肺癌耐药相关的研究
周毅 广州医科大学

10:10-10:25 茶歇

10:25-10:45 单外泌体母体细胞溯源研究 李迪 华东师范大学

10:45-11:05 磁粒子在微粒给药中的应用研究 朱铉 厦门大学

11:05-11:25 智能响应凝胶用于肿瘤微环境调控 罗亮 华中科技大学

11:25-11:45 阳离子聚合物/聚集体基因载体的构建 马栋 暨南大学

11:45-12:05 糖基超分子纳米靶向递药体系的构建及其抗肿瘤研究 裴志超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12:05-12:25 智能靶向纳米制剂的构建及其在肿瘤诊疗中的应用 王艳丽 上海大学

12:05-13:30 午餐及休息

13:30-13:50
粒细胞介导的纳米生物材料在肿瘤诊疗一体化的研究

进展
乐文俊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

13:50-14:10 外泌体用于肿瘤诊断和免疫治疗 张灏 暨南大学

14:10-14:30

Nanodiamond-doxorubicin conjugates induce PD-L1 and

PD-1 in the tumor cell-macrophage interaction and

achieve synergistic efficacy with PD-L1 blockade against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陈效 武汉大学



14:30-14:50 蛋白冠介导的纳米颗粒与肿瘤细胞的静电相互作用 王祎龙 同济大学

14:50-15:10 基于热/ROS的抗肿瘤纳米制剂的开发和应用 赵冰夏 南方医科大学

15:10-15:30 一种可肾清除聚合物的开发及肿瘤诊疗研究 曾伟伟 中山大学

15:30-15:50
纳米载药系统在肿瘤分子靶向与免疫联合治疗中的应

用
石虎兵 四川大学

15:50-16:05 茶歇

16:05-16:25 非平面抗肿瘤分子 邱惠斌 上海交通大学

16:25-16:45 高分子 siRNA递送系统的构建与肿瘤治疗 郑蒙 河南大学

16:45-17:05
LDH-VP16在恶性胶质瘤杀伤和胚胎发育保护中的研

究
汪世龙 同济大学

17:05-17:25 基于适配体的肿瘤早期诊断试剂的研究 栗坤 燕山大学

17:25-17:45 循环肿瘤细胞检测与临床应用 陈炳地 同济大学

17:45-18:05
稀土荧光成像导航和纳米酶活性调控的抗肿瘤协同治

疗
田秀梅 广州医科大学

18:05-18:25 稀土基二维纳米材料的肿瘤治疗和多模态成像研究 薛语萌 西北工业大学

18:25-18:45
Metal-based Anticancer Biomaterials for ROS-induced

Cancer Theranostics
张桂龙 滨州医学院

18:45-19:05 离子干扰型纳米药物递送系统的设计及高效治疗策略 史进进 郑州大学

5月 31日 下午 技术参观（视疫情情况安排）

参观内容：

上海交大微纳制造平台：先进电子材料与器件校级平台（AEMD）创建于 2012年，于 2014年 11月 6日起正式

对外运行，是为全校科研工作提供服务的大型仪器设备校级共享平台，具备 10nm至微米级微纳器件与图形的加

工与测试能力。AEMD平台在学校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成为相关学科依托发展的重要支撑力，同时也为科研

工作提供完善的保障。

平台建设有一条能对硅、玻璃和有机材料进行微纳米加工的 3～6英寸半导体级实验线（西区实验室）以及一条 3～
4英寸非硅/MEMS微纳加工实验线（东区实验室），部分设备可实现 8英寸基片加工。平台拥有电子束曝光系统、

双束聚焦离子束系统、双面对准紫外光刻机（3台）、热压/紫外纳米压印系统、涂胶显影系统（3套）、微波去

胶机（3台）、氧化扩散炉（5管，2套）、多晶硅/氮化硅 LPCVD炉（2管）、快速热处理设备、湿法清洗刻蚀

台（12台套）、多靶磁控溅射系统（4台套）、超高真空磁控溅射系统、电子束蒸发设备（2套）、离子束溅射

机、离子束刻蚀机、等离子增强化学气相沉积设备、金属反应离子刻蚀设备、介质反应离子刻蚀设备、深硅刻蚀

系统（2套）、微电铸/电镀系统、OLED器件实验制备系统、基片抛磨设备、砂轮切片系统、场发射扫描电镜、

原子力显微镜、半导体参数测试仪（2套）、霍尔效应仪、四探针测试仪、表面轮廓仪（3台）、紫外膜厚仪等

先进的微纳加工与测试设备，具备 10nm至微米级微纳器件与图形的加工与测试能力。

AEMD平台的创建提高了我校大型仪器的利用水平，并为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国内外的合作提供了平台，也为高

层次的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实验基地；平台也向社会相关科研机构与企业公开开放，提供相关项目合作与微纳



加工服务。

国家转化医学中心以及纳米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纳米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

是我国政府在布局国家发展纳米科技与产业方面专门设立的、国内唯一一所从事纳米技术及应用研究的国家级工

程研究中心。

设在中心的“纳米技术与产业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纳米科学技术分会纳米生物与医药技术专业委员会”、“纳

米生物医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和“全国纳米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上海纳米技术工作组”，以及中心与在纳米

技术领域具有优势的高校、研究所、医院和企业建立的联合研究中心、联合实验室和产业化基地为支撑，立足于

纳米技术研发与工程化应用，致力于纳米技术在环境治理、功能材料、生物医药、清洁能源、表面信息等领域的

应用；通过自主研发、产学研医用联合、引进吸收等多种模式，研发产业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所急需的关键共性

技术，推进科研成果孵化、转化及产业化，搭建产业与科研之间的“桥梁”，努力为推进我国纳米科技与产业的健

康快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心拥有经科技部批准设立的“纳米技术与产业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经全国纳米科学技术分会批准成立的、

成员单位已达 50多家的“纳米生物与医药技术专业委员会”；经中国科学院和全国纳米技术标准化委员会批准设立

的、成员单位已达 30多家的“上海纳米技术工作组”；经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设立的“空气污染物检测与治

理专业技术服务平台”；经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批准、与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合作建立的“上海市专业

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由中心牵头组织成立的、成员单位已覆盖全国 28家的“纳米生物医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

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