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会场十三：射频/微波/太赫兹微纳器件与系统 

主   席：高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主题报告 1：射频微系统三维集成技术 

朱健，女，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首席科学家，南京大学博

士生导师，中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电子领域专家委员会委员，

国家微纳米技术专业组第三届、第四届专家，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专家，国际 DTIP of  MEMS/MOEMS 程序委员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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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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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专家，江苏省人工智能学会常务理事，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Signal Processing、Microsystem Technologies 等

国际专业期刊审稿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 MEMS 器件和微系统技术研

究，发表论文 100余篇，获得专利 40余项。 

报告摘要： 

介绍硅基射频微系统三维集成技术的概念内涵，工艺及设计难点，目前国内

外发展现状，以及中国电科 55所在射频微系统领域的最新进展。 

 

 

 

 

 

 

 

 

 

 

 

 

 

 



主题报告 2：纯二维材料的热电子晶体管 
徐杨教授,博导, Professor of ZJU-UIUC Joint Institute,
英国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学者（Fellow of Churchill 
College，University of Cambridge),浙江省杰青基金获得
者，UCLA 访问教授，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
（UIUC）电子工程系博士，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微电子学与
固体电子学学士。 IEEE Senior Member of Electron 
Devices Society. 
长期从事二维与三维复合体系中的传感和探测器件及集成
系统研究，工作属于微电子学科前沿中的“跨学科交叉应用
基础研究”，专注于微纳电子器件物理中的界面问题，提出
了石墨烯/硅的协同吸收理论，有望突破传统硅紫外探测器

的理论瓶颈，尝试解决 2D/3D接触电阻在高速光电探测器中的共性问题，初步实
现了石墨烯/硅紫外高速光电探测器，探索了可用于室温工作的石墨烯宽光谱中
红外光电探测器。鉴于在此前沿领域的一系列成果，受到了 ACS Nano， Physics 
Reports 和 Chem. Soc. Rev.主编的邀请，分别撰写了本领域的综述性文章和
研究进展文章，系统地总结了二维体系在宏观尺度下高性能探测的研究现状，讨
论了此类探测器的应用前景，并分析了未来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近 5年内，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 Nature Comm., Adv. Mater.，Phys. 
Rep., Chem. Soc. Rev., Nano Lett., ACS Nano，Phys. Rev. Lett.,IEEE等
重要 SCI 期刊和 IEEE-IEDM会议上发表论文 60余篇。ISI knowledge 总引用 > 
1600次，H-index = 30, 发明专利授权 10 余项，5篇论文入选期刊封面，4篇
论文被评为期刊年度热门论文。负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4项，浙江省杰出青年基
金 1项（结题评为优秀），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1项，军方 973子项目
1项，国际合作与交流（外国青年）基金 1 项, 参与国家重点研发 1 项。 

担任 2017年 IEEE-EDAPS Technical Committee Vice Chair；2018 年 IEEE-
EDTM Program Committee member, 2017年物理化学学报客座编委 Guest Editor, 
2017 中国石墨烯青年学者会议、IC2DMat-2014 等国际会议担任 TPC Co-Chair。 
受邀参加 IC2DMat-2017, China Nano 2017，“第二届全国微电子青年科技论
坛”、并在中国科协“青年科学家论坛”、“石墨烯青年学者论坛”等并做邀请
报告 20 余次。在国际会议 MRS、ICSICT、ICPS、RPGR等做学术报告 20余次, 并
协助会议组织工作。 国际期刊 Nature系列，AIP，APS, ACS, IOP, RSC, Advanced 
Materials, IEEE等审稿超过 100余次。 

报告摘要： 
以石墨烯为代表的二维材料具有优越的电学和光学性质，例如在石墨烯中的

高载流子迁移率、长波吸收等，而过渡族金属硫化物具有不同带隙，以不同的二
维材料堆叠而成的范德瓦尔斯异质结具有很多新奇的性质。二维材料因其天然的
原子层的厚度、无悬挂键的表面以及可以通过范德瓦尔斯力进行层间结合的特性
而在电子器件领域具有一定的应用潜力，以二维材料及其异质结代替传统元器件
的某些部分有望能解决传统器件在等比例缩小中遇到的困难，甚至可以设计出全
新的器件。 

我们开发出基于石墨烯/氮化硼/石墨烯/硒化钨/石墨烯的热电子晶体管，该
器件灵感来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转移热电子放大器，其核心思想是控制高
能量的电子以弹道输运方式通过器件的基极，以保证器件在高频领域的应用。此
前由于体材料做薄之后无法避免穿孔效应和缺陷，以及界面之间严重的散射问题
导致器件的性能无法达到理想水平。而二维材料由于天然的原子层的厚度、干净
的表面可以解决以上问题。我们通过堆叠方式制备二维材料的异质结，不断改善
工艺来获得干净的界面，在实验中比较多种材料之后，选择宽带隙的氮化硼和相
对窄带隙的硒化钨作为器件的两个势垒层，用厚度小于 1 nm 的少层石墨烯做基
极，获得了热电子收集效率接近 100%的晶体管性能。研究还发现，不对称势垒
（用氮化硼和硒化钨做势垒）的器件性能要优于对称势垒（两层势垒都用硒化钨），
这是因为不对称势垒能够保证发射高能量电子的同时用另一个低势垒来收集。用
薄的石墨烯做基极使得电子的传输沟道控制在 1 nm 以下，确保电子输运过程中
受到几乎不受散射，并有可能获得>100GHz工作频率。实验中观察到接近 1 的收
集效率，以及明显的饱和现象。这对于探索二维热电子晶体管，在高速射频电子
领域的潜在应用，具有一定的意义。 



特邀报告 1：RF-MEMS Resonant Devices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 

Jinling Yang（杨晋玲）received the Ph.D. degree in solid 

state physics from Institute of Physics, CAS in 1997. After 

a two-year stay at Venture Business Laboratory of Tohoku 

University as a Post-doc., she joined IMTEK, University of 

Freiburg, as a Post-doc. and worked on the reliability of 

MEMS thin films. In 2002, she joined in Institute of Physics, 

University of Basel and IBM Zurich Research Lab, 

Switzerland, to work on scanning force microscopy with 

ultrasmall cantilevers. Since 2004, she has worked as a Professor in Institute 

of Semiconductors, CAS. Her group focuses on resonator-based MEMS 

devices, reliability of MEMS thin films and MEMS devices. 

报告摘要： 

Future multi-band, multi-mode wireless communication system requires high 

performance integrated MEMS resonant devices with low power consumption, 

such as resonator with high quality factor (Q) and high frequency, oscillator with 

high stability, and filter with narrow pass-band. MEMS resonators with Q > 104 

are attractive candidates to build other RF components. Utilizing high Q 

resonators as frequency selective components, MEMS oscillators can achieve 

high frequency stability comparable with quartz-based oscillators. Consisting of 

coupled resonator array, MEMS filters can realize narrow pass-band frequency 

response with good shape factor and excellent stop-band. In this paper, a 

MEMS disk resonator with Q>104 is presented, of which vacuum packaging and 

frequency stability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are well studied. Based on the 

resonator, the MEMS oscillator with low noise feedback circuits and the tunable 

MEMS filter of small percent bandwidth are achieved. 

 

 

 

 

 

 

 



特邀报告 2：基于低维材料的柔性 RF/微波器件研究 

徐跃杭，教授/博士生导师，IEEE 高级会员，电子科技大学

（导师：林为干院士）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导师：James 

Hone教授）联合培养博士，电子科技大学微电子与固体电子

学博士后（合作导师：李言荣院士）。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2项）、国家重大专项核心电子器件项目（5 项）、军委科

技委创新项目、总装预研、总装新品等 10 余项省部级以上

课题，获得国防科技进步一等奖等省部级以上奖励 3项。出

版科学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著作两部，在 Nature:Scientific reports、

Applied Physics Letters、IEEE Trans. Microwave Theory and Technology

等刊物上发表 100 多篇，其中 SCI 检索论文 40 余篇，申请国际发明专利 PCT 3

项，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6 项。担任国家科技奖励专家、SCI 刊源期刊 IJNM 副主

编，以及 Carbon、APL、IEEE T-MTT、IEEE T-CPMT、IEEE T-ED等 15种 SCI刊

源期刊审稿人。 

报告摘要： 

柔性微波薄膜电子器件在军事领域有着重要的应用，目前传统硅(Si)、III–

V族化合物等无机材料的柔性电子学器件面临延展性、工作频率和可靠性三方面

的技术挑战，纳米厚度的碳纳米管和石墨烯材料特有的电学、力学和热学性能使

能突破大形变柔性电子的要求。本报告重点针对基于碳纳米管和石墨烯的柔性微

波器件技术开展研究，提出了一种新型的低维材料转移技术，并基于 PET制备了

高性能柔性微波器件，对后续柔性集成电路的发展提供参考。 

 

 

 

 

 

 

 

 

 

 



特邀报告 3：体声波(BAW)射频与传感技术 

高杨研究员，2000.9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电子工程系，获博

士学位；2004.5上海交通大学电子学与固态电子学专业在职

博士后出站。1996.4至今，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电子工程

研究所工作。主要研究方向为军民两用MEMS器件及其应用。

先后承担装备型号任务和 863计划、国防预研、国防基础研

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部级重点基金等科研项目 20 余

项；获部级一等奖 1项(排名 2)、部级二等奖 1项(排名 1)、

部级三等奖 5项(排名 1、1、2、3、4)。授权/申请发明专利

40 余项；一作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其中 SCI/EI 检索 40 余篇。已培养硕士

30余名(其中 1人获 2012年度“全国优秀共青团员”称号、8人学位论文被评为

校级优秀硕士论文)，主讲 2门研究生专业选修课《微机电系统基础》(32学时)、

《半导体制造技术》(32学时)。主要学术兼职有：天津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西南科技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工程科技创新战略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中国微米

纳米技术学会理事、国家科技专家库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基金

同行评议人，《中国测试》/《强激光与粒子束》杂志编委。 

报告摘要： 

机电(EM)谐振器被广泛用于最复杂的电子设备。例如，使用石英晶体的体声

波(BAW, bulk acoustic wave)谐振器由于突出的性能，在频率和时间产生的应

用中不可或缺。受惠于硅集成电路(Si-IC)的快速演进，移动通信市场在过去 30

多年里取得了爆炸式的增长。然而，高精度的频率产生和优异的射频(RF)滤波却

一度远远滞后，只能使用石英谐振器和声表面波(SAW, surface acoustic wave)

器件来实现。基于压电薄膜的 RF-BAW器件是在 1980年提出的，目前已经实现了

大批量生产，逐渐替代了高端 RF-SAW滤波器市场。RF-BAW器件也备受 Si-IC产

业界的关注，它们作为核心器件，用于与有源电路 SoC或 SiP集成，构成复杂的

RF 前端和/或单芯片无线电模块。BAW 谐振器在传感器领域的应用潜力也逐渐被

挖掘出来，如同 SAW 传感器，有望构筑一大类新型谐振式微传感器——BAW传感

器。氮化铝(AlN)体声波射频通信、传感技术与 AlN 压电能量采集技术的结合，

则进一步描绘了更宏大的“AlN智能微系统”愿景。 

高性能 BAW谐振器的关键，是精密的设计与精确的工艺；BAW滤波器还存在

着若干设计挑战，和新材料的开发与利用一道，将成为专利壁垒的主要突破口；

BAW传感器则面临着机理认识不足等更基础的问题，拥有更多的创新空间。本报

告将主要结合本团队的实践与体会，小结上述三个方面的工作并展望未来。 

 



特邀报告 4：4G/5G 时代射频微波滤波器的应用与发展 

马晋毅，男，47岁，博士，研究员，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首席专家，中国声学学会微声电子分会副主任委员。主要研

究方向为微声电子和传感器技术。主持完成了科技部、工信

部、装备发展部等多个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获国防科

技一等奖 1次，三等奖 3次，中国人民解放军科技进步二等

奖 3次。 

报告摘要： 

本报告详细介绍了在 1-4G 移动通信中不同种类滤波器的应用，并结合应用

需求，分析了 5G时代射频微波滤波器的发展趋势。 

 

 

 

 

 

 

 

 

 

 

 

 

 

 

 

 

 

 

 



特邀报告 5：基于超表面结构的太赫兹成像平面透镜 

温中泉，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2009年获重庆大学

仪器科学与技术专业博士学位。2004 年留校任教，2009 年

评为副教授。长期从事微纳光机电系统技术的研究，目前研

究兴趣集中在太赫兹探测器件、太赫兹成像器件与系统和光

学超分辨器件与系统等方向。先后承担和参与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国家“863”、国防预研等国家级项目近 20 项。发表

论文 40余篇，获权发明专利 10余项，获省部级一等奖 4项。 

报告摘要： 

太赫兹成像在诸多领域有着重要的应用，基于超表面结构的太赫兹透镜具有

超薄、超轻、高效率等优点。面向太赫兹成像，针对 118.8μm 太赫兹波长，我

们提出了一种高效的全介质太赫兹超表面结构，在此基础上研制出了基于超表面

结构的太赫兹成像平面透镜，并在实验上成功地演示了单透镜太赫兹成像。 

 

 

 

 

 

 

 

 

 

 

 

 

 

 

 

 

 



特邀报告 6：High-frequency acoustic wave devices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 

and sensing applications 

周长见，2012 年 7月于清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后先后在

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主要研究方向

包括射频声学 MEMS 器件、微/纳传感器、纳米电子器件等。

在此期间曾赴日本东京大学、美国圣克拉拉大学等进行学术

交流访问。近年来发表论文 60余篇，论文总引用 600余次。

以第一作者身份在微电子器件权威期刊如 IEEE Electron 

Device Letters,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Journal of 

Micromechanics and Microengineering，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Nanoscale， IEEE Electron Device Meeting 等发表多篇论文，其中在新型柔

性高频谐振器的研究工作被 IOP选为“IOP Select”论文。 

目前为 IEEE 高级会员，受邀担任国际著名期刊 Advanced Materials, 

Sensors and Actuators， Sensors，IEEE EDL 等审稿人。 

报告摘要： 

Surface acoustic wave (SAW) resonators and film bulk acoustic resonators 

(FBAR) are two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ssive resonators. After several 

decades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ey are widely applied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such as filters and duplexers, and broad sensing applications 

like pressure sensors, temperature sensors, gas sensors, biosensors, 

photoelectric sensors and many others. In this talk, we first introduce basic 

concepts and mainstream topics of SAW and FBAR devices. Then we give a 

detailed presentation of several methods to fabricate high performance 

resonators including using multilayered structures and improved process. 

Flexible acoustic wave SAW and FBAR devices are also introduced. Several 

sensing applications are given afterwards. Finally, a summary and outlook is 

presented regarding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device performance and new 

research fields. 

 

 

 



特邀报告 7：Highly efficient GaN-based blue/green/ultraviolet light-emitting 

diodes 
周圣军，武汉大学副教授，湖北省杰青、楚天学者、珞珈青
年学者。先后在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
广东量晶光电和佛山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从事大功率蓝
光、绿光和紫外 LED 外延和芯片的研发和产业化工作，在
Scientific Reports，Optics Express，Applied Surface 
Science，Applied Optics，Optics & Laser Technology，
Japanese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Physica Status 
Solidi A和 Review of Scientific Instruments 等国际权
威期刊发表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 SCI 收录期刊论文 32 篇，
获授权中国发明专利 10 多项，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内外学术

界和产业化研究人员的广泛引用和正面评价。周圣军博士带领研发团队采用微纳

加工技术在 LED芯片的表面、侧面和底面集成微纳光学结构，使大功率 LED芯片
的发光效率达到 185lm/W@350 mA。采用离子束溅射制备 Ag薄膜，通过在 N2环境
下高温退火使纯 Ag 与 p-GaN形成低阻欧姆接触，并采用 TiW覆盖 Ag 薄膜，解决
了在高温退火过程中 Ag 薄膜发生团簇现象引起的反射率下降问题，开发出具有
高反射率、低欧姆接触电阻的 Ag/TiW 反射层，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一种三维倒
装结构 LED芯片，解决了大电流驱动下 LED 芯片的散热问题。研究了 MOCVD原位
生长低温 GaN 和 AlGaN 成核层以及溅射 AlN 成核层对紫外 LED 芯片内量子效率
的影响，发现溅射 AlN成核层可以显著降低紫外 LED外延材料的位错密度。周圣
军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青年基金项目、联合基金（重点）项目子课
题、863重大项目子课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子课题、湖北省杰出青年基金和广
东省部产学研结合项目。 

报告摘要： 

GaN-based light-emitting diodes (LEDs) have attract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for applications including full-color displays, visible light communication, 

automotive front lighting as well as general lighting because of their inherent 

advantages such as long lifetime, high brightness, low power consumption, and 

small volume. However, the light extraction efficiency of GaN-based LEDs is 

relatively low due to total internal reflection (TIR) of the generated light at the 

nitride-air interface resulting from their very different refractive indices. This talk 

will outline the emerging challenges in the design and manufacturing of light 

extracting micro/nano-structure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highly efficient GaN-

based blue/green/ultraviolet LEDs. Recent research from our group in 

developing efficient light extracting micro/nano-structures, such as naturally 

textured V-pits, patterned ITO transparent conductive layer, photonic crystal, 

reflective current blocking layer, patterned sapphire substrate, wavy sidewalls, 

sidewall nano-prism, embedded air-void micro-structure, metallic reflector, 

dielectric distributed Bragg reflector (DBR), micro/nano polymer grating, laser 

stealth dicing and nanoscale Ni/Au wire gird will be discussed. In addition, 

lateral structure LEDs, flip-chip LED, vertical structure LED, and the recent 

development in high-voltage and mini/micro-LEDs will also be discussed in this 

tal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