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会场八：微纳马达和微纳机器人（下半场） 

主   席：孙立宁（苏州大学）  官建国（武汉理工大学） 

 

主题报告 1：Self-propelled Micro-/nanomotors: Present and Future 

官建国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理工大学材

料学科首席教授、材料科学与工程国际化示范学院教学

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人

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湖北省高端人才引领培养

计划首批人选，兼任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协会理事以及微

纳执行器与微系统分会副理事长、总装某专家组成员等。

是 Nanomaterials、Micromachines 和《航空制造技术》

等期刊编委，也是国家科技奖励、“万人计划”和“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评审专

家、科技部 863 计划、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等。

先后承担国家级重要科研项目 30 余项。多项成果产业化，被纳入国军标，工程

应用于国家重点型号装备。在 Chem Soc Rev、Adv Mater、Angew Chem Int Ed、

Nano Lett 等期刊上发表 SCI 论文 210 余篇，获授权国家(或国防)发明专利 34

项；作为会议主席，多次举办国际或全国学术会议。已获省部级科技和教学成果

一等奖 4项以及“高技术武器装备发展建设工程有功个人”等荣誉称号。 

报告摘要： 

Micro-/nanomotors (MNMs) can perform autonomous motions, and has 

potential revolutionary applications in biomedicines, micro-/nanofabri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detection and remediation. This presentation will focus on 

biocompatible Mg-based micromotors and chemotactic micromotors. Then, it 

demonstrates light-controlled MNMs of various structures including Janus, 

single-layered tubular and isotropic structures. These intriguing properties offer 

them ample opportunities to act as a motile platform to manipulate and 

assemble micro/nanocargoes in highly sophisticated ways. It ends with the 

prospects about MNMs operating in living bodies, which should have powerful 

thrusts, specific sensing, external tracking and self-targeting in physiological 

environment like blood vessels. 



主题报告 2：光致形变液晶高分子及其柔性器件 

俞燕蕾，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教

授。1993 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化学系，1996 年获中国科技大

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硕士学位，同年进入复旦大学材料科学

系工作。2004 年获得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博士学位，受聘为

复旦大学教授、博导。近年来获得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

国家“万人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上海市领军人才、及

第四届中国化学会-赢创化学创新奖—杰出科学家奖。主要

从事液晶高分子和光响应性高分子的研究，利用其构筑光致形变材料和光响应功

能界面材料。在 Nature，J. Am. Chem. Soc., Angew. Chem. Int. Ed., Adv. 

Mater., Adv. Funct. Mater.等学术期刊上共已发表 SCI 论文 70余篇，被他引

4000多次。担任 Langmuir 顾问编委以及 European Polymer Journal、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 & Technology、《功能材料》、《液晶与显示》等学术期刊

编委。 

报告摘要： 

光响应高分子在吸收光能后会发生分子结构与形态的改变，使得材料表现出

某些宏观性质的变化(如形变等)，因其利用了光能特有的环保性、远程可控性、

瞬时性等优异特性，因此在智能形变材料及柔性执行器等领域显示出独特的应用

前景。然而通过分子结构、分子取向及聚集态结构的多尺度精确调控实现各项性

能的优化仍十分困难，并缺少普适的材料设计筛选与器件构筑策略。我们将有序

的液晶结构引入光响应高分子中，利用偶氮苯光异构与液晶分子协同作用，开发

出具有光致弯曲功能的一系列液晶高分子材料，并通过分子与微观结构的调整实

现了弯曲方向精确控制、室温快速形变、多种波长光响应等，组装出全光驱动微

泵、微阀、微机器人、微管执行器等原型样机。 

 

 

 

 

 

 



特邀报告 1：胶体马达群体运动的物理化学机制 

贺强，2003 年 6 月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获物理化学博

士学位。2003 年 7 月起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胶体

与界面实验室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2006 年 5 月获德国

洪堡基金会资助在德国马普胶体与界面研究所从事博士后

研究。2010年 04月至今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微纳米技术研究

中心工作。2011 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012 年入

选黑龙江省龙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兴趣包括自驱动胶体马

达以及微纳米机器。 

报告摘要： 

自然界中诸如细菌群落生长、昆虫集体合作、鱼类集群趋避等群体行为随处可见，

而如何实现人工合成胶体马达的群集与离散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这是因为胶体

马达的集体协作可以完成超越个体能力的复杂任务。通过向自然界学习，我们构

筑了一种光催化诱导的花生状胶体马达，可在碰撞中沿径向一维组装成胶体马达

带。这些胶体马达带在梯度光场下向着光斑中心移动，表现出正的趋光性（类似

“飞蛾扑火”），在光斑中心形成“向日葵”形的动态组装体。它们是通过流体

场的相互作用来“感觉”彼此，揭示在一定条件下胶体马达个体层面上的碰撞足

以形成有序的动态组装体并实现集体定向运动。同时这些胶体马达的群体行为存

在巨数值涨落的典型非平衡体系特征。这种可利用光来人为控制自驱动胶体马达

的聚集过程，并实现数百万之众向一个方向运动的研究结果可作为自驱动马达之

间集体行为的模型来模拟自然界中生物的群体行为、设计新的活性材料及成群协

同运动的纳米机器。 

 

 

 

 

 

 

 

 



特邀报告 2：Self-electrophoretic micromotors strongly attract to boundaries  

张何朋，2000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2004 年在美国纽

约城市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04 年 8 月到美国得克萨斯大

学奥斯丁分校从事研究工作。2010 年加入上海交通大学物

理与天文学院和自然科学研究院。已在美国科学院院刊

（PNAS）、物理评论快报（PRL）等国际学术刊物发表论文 28

篇，在多个国际学术会议上做邀请报告，主持多项国家和上

海市的科研基金。2014 年当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

2017年当选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报告摘要： 

In many natural and artificial devices, micromotors operate near boundaries 

and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how boundaries affect micromotor dynamics. 

Here, this subject is investigated through experiments with bimetallic microrods 

and simulations of an electro-kinetic numerical model. We show that microrods 

are strongly attracted to boundaries; attraction is achieved through the balance 

between electrostatic and hydrodynamic forces. Under normal conditions, both 

forces are about one order of magnitude larger than microrods’ gravitational 

force. Furthermore, balance between electrostatic and hydrodynamic torques 

requires moving microrods to form an angle of a few degrees with the boundary. 

Our work quantifies the strength of attrac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self-

electrophoretic micromotors and boundaries and provides a mechanistic 

explanation for the phenomenon, which can be used to control and manipulate 

micromotors. 

 

 

 

 

 

 

 



 

特邀报告 3：Motile Micropump for Dynamic Micro-/Nanopatterning 

李隆球，男，1982年生，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哈尔滨

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机器人技术与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教授。入选中组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教育部“青

年长江学者”等人才计划，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

基金。先后主持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载人航天“921”工程、“嫦娥”探月三期项目子课题、中

国国家博士后基金项目特别资助项目、黑龙江省博士后基金

项目、哈工大科技创新基金项目、上海市空间机构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项目 40

余项。在 Nano Letters, ACS Nano, Advanced Functional Materials 等发表学

术论文 80余篇，SCI 检索 50余篇，EI检索 70多篇，申请或授权发明专利 60多

项，获得黑龙江省科技进步奖 2项。 

报告摘要： 

The driven object in micropump system can respond to ultraviolet light and then 

transfer chemical energy into mechanical momentum showing exclusion or 

schooling behavior for the tracer particles. It shows great potentials on 

micro/nano manufacturing as a result of remarkable performance and 

functionality. However, existing micropumps cannot be employed as direct 

writing tool to perform complex manufacturing process resulting from lacking 

motility and controllability for the driven object in micropump system. Here we 

propose a motile micropump system through combining water-driven 

ZnO/Ni/PS Janus micromotor with traditional immobilized micropump. This 

novel motile micropump system can translate the trajectory of Janus 

micromotor into predefined patterns by pumping away passive silica particles 

around micromotor under the effect of diffusiophoresis. Such ability to transform 

the versatile motile micropump into predetermined surface patterns creat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mask-free micro/nano manufacturing. 

 

 



特邀报告 4：单分子酶促马达与酶分子趋向运动研究 

李迪教授，研究领域为生命分析化学。近年来研究方向聚焦

在单颗粒单分子成像分析，在分子水平上研究生物分子在纳

米界面上反应动力学与运动规律，并基于此发展一系列生物

传感技术和生物成像方法。 

已经发表学术论文 90篇，其中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 J. 

Am. Chem. Soc. (3)、 Angew. Chem. Int. Ed. (4)、Anal. 

Chem. (4)。发表全部论文被 SCI他引 6400余次 19篇论文

他引大于 100次。自 2013年以来，以通讯作者身份已经在 J. Am. Chem. Soc. 

(2)、Angew. Chem. Int. Ed. (2)、Small (1)、Anal. Chem. (2)等期刊学术发

表论文 13篇。2010年入选上海市科委青年科技启明星计划并获得跟踪支持(2013

年度)。201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基金项目资助。2015 年度获上海

市自然科学一等奖（排名第 5）。2016 年度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排名第五）。 

报告摘要： 

有催化活性的酶分子会利用酶促反应过程中底物转化时释放的能量驱动其自身

的运动。酶分子运动的扩散系数与底物浓度呈正相关, 该现象被称为酶促马达。

然而，酶分子是否存在类似细菌的趋向运动, 即酶分子是否主动向底物浓度高的

方向扩散，是一个长期存疑的问题。本工作发展了一种基于 DNA 折纸术(DNA 

origami)对界面上酶级联反应中的单个酶分子运动轨迹实时成像的方法，并对酶

分子趋向运动机制提出新解释。通过在磷脂双分子层的二维界面上构建了一个酶

级联反应，利用全内反射显微镜，实时观测了单个酶分子的运动轨迹。研究发现

上下游酶分子的相对空间距离并未随酶促反应而改变，趋向运动是平动与转动的

竞争平衡结果。这一工作解释了酶促马达并未造成趋向运动的原因。该工作构建

的控制界面上不同蛋白质分子运动速度的方法及对蛋白质运动轨迹实时成像的

平台，可用于研究信号通路中多种蛋白质作用及抑制剂筛选，为研究蛋白质间的

动态相互作用提供了新的工具。  

 

 

 

 



特邀报告 5：超声驱动的微纳米机器：运动机理、控制探索及应用前瞻 

王威于2008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应用化学专业，获理学

学士，毕业论文导师为郝素娥教授。2008-2013年期间于美

国宾州州立大学（PSU）攻读化学博士学位，导师为美国科

学院院士Thomas Mallouk教授。2014年至今就职于哈尔滨工

业大学（深圳）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现任教授，博士生导

师。2016.2-2017.2期间王威为韩国基础科学研究院软物质

与活性物质中心访问学者，与美国科学院院士 Steve 

Granick教授开展了多项合作。 

王威课题组研究领域为微纳米智能仿生材料与软物质，研究

内容包括微纳米低维材料的制备、微纳米活性胶体、动态自组装、数值模拟等。

研究内容涉及材料、物理、化学、工程等多个领域的学科交叉。我们的研究有力

的推动了科学界对于活性胶体的理解认识，也为其实际应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并被国内外媒体如CNN、BBC等

报道。至今共在ACS Nano、JACS、PRL、PNAS、Angewandte Chemie等国内外高水

平期刊上共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引用1300余次，并受邀为Nature Comm、Adv. 

Mater、Chemical Review等国际高水平期刊作论文评审30余次。王威2014年入选

深圳市孔雀计划B类人才，及深圳市地方级领军人才。2015年获韩国基础科学研

究院青年研究员奖。2017年起担任中国微纳米技术学会微纳执行器与微系统分会

理事。2017年入选广东省杰出青年基金。 在研与完成基金包括国自然青基、面

上、广东省杰青基金、深圳市基础项目等7项。 

报告摘要： 

微纳米马达是一种新型微纳米机器人，能够利用环境中存在的声、光、电、

热、磁、化学等能量，在液体中自发游动；因其类似于细菌、细胞等自然界存在

的微生物，也被认为是一类智能仿生材料和器件。近年来，微纳米马达被广泛用

作模型体系以研究活性物质等软物质物理问题，也被证明有望在多个领域实现革

命性技术突破，例如人体中执行清除血栓、杀死癌细胞、为特定部位给药，或清

除原油泄漏、中和有毒化学物质，因此，微纳米马达在生物医药、环境监测及治

理、微纳制造等领域展现出巨大的应用潜力。 

近几年来，除了使用化学物质，及利用光、电磁、热等外部能源外，诞生了

利用超声波来驱动微纳米颗粒进行运动的新方法。兆赫兹超声波生物相容性好，

能够远程施加并操控灵活，是极具吸引力的供能方式。2012年 Mallouk 和 Hoyos

首先报道了利用这种方式驱动微米金属棒作高速直线运动、旋转等
[1]
，随后关于

这种超声驱动微机器的运动控制、驱动机理、生物医药应用的报道不断涌现。在

本报告中，我将就以上几个方面对国内外研究作一简要回顾，并重点介绍我课题

组近年来在该领域取得的一些成果。以此为契机，希望能够引起学术界对于微纳

米机器的基础科学问题和应用探索的重视，特别是对超声波驱动微纳米机器这一

有良好应用前景的新方法的关注。 


